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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济检民公[2019]37080000001号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张计等人销售假药的行为，损

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五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民事

公益诉讼，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

察院可以支持起诉。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

一款的规定发出公告，请拟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机关和社

会组织在本公告发出三十日内将有关情况书面反馈本院。

邮寄地址：济宁市任城区洸河路 99号，联系电话：0537-

3011058。特此公告。

山东省济宁市人民检察院

2019年7月11日

济检民公[2019]37080000002号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张丽等人销售不符合安全标

准食品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

织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

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现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发出公告，请拟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在本公告发出三十日内将有关情况书

面反馈本院。邮寄地址：济宁市任城区洸河路99号，联系

电话：0537-3011039。特此公告。

山东省济宁市人民检察院

2019年7月11日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在张伟、汪天林涉嫌非法捕捞水

产品罪一案中，犯罪嫌疑人在崇州市街子镇味江河内非法捕

鱼，破坏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本院拟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

的规定，现发出民事公益诉讼公告。请符合条件的机关和有

关组织在公告发布三十日内将有关情况书面反馈本院。有关

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可以支持起诉。逾期

未起诉的，检察机关将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联系人：李晋

蓉；联系电话：028-82211165。特此公告。

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检察院

2019年7月11日

乡检民公告﹝2019﹞1号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乡城县定波乡泽郎村村民洛

绒泽仁盗伐林木的行为已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

定，本院依法公告督促、建议有权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机关

和有关组织就该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上述

机关和组织应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提起民事公益

诉讼并书面回复本院。联系电话：0836-5826007，联系地

址：四川省甘孜州乡城县人民检察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乡城县人民检察院

2019年7月11日

渝丰检民公告〔2019〕1号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龚尔军、龚铃、祝成、徐小华涉

嫌销售假药的行为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

有关组织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有关机关和有关组织提

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请拟对此案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的机关和组织在本公告发出三十日内将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的意愿书面反馈本院。邮寄地址：重庆市丰都

县平都大道西段 237号(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检察院检察五

部)，联系电话：023-70712185。特此公告。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检察院

2019年7月11日

高新检民公〔2019〕36019200001号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黄开先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

标准食品，致使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该行为已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

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民事公

益诉讼，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

院可以支持起诉。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五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

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一

款的规定发出公告，请拟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机关和组织

在本公告发出三十日内将有关情况书面反馈本院。邮寄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火炬大街998号附1号，联系电话：

0791-88195231。特此公告。

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2019年7月11日

茂检民公（2019）44090000002号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刘春辉在广东省信宜市思

贺镇高田村委会枫木坪村白石顶非法占用农用地（林

地），开采瓷土矿，破坏生态，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法律

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律规

定的机关和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

诉。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

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

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

定发出公告，请拟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机关和社会组织

在本公告发出三十日内将有关情况书面反馈本院。邮寄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迎宾三路173号广东省茂名市人民检

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科，联系人及联系电话：郑贵活，0668-

2938023。特此公告。

广东省茂名市人民检察院

2019年7月11日

公 告
旌检民公[2019]34182500004号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安徽省旌德县瑞发矿业有限公

司非法占用农用地，破坏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的

机关和社会组织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律规定的机关和

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现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发出公告，请拟提起民事公

益诉讼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在本公告发出三十日内将有关情况

书面反馈本院。邮寄地址：安徽省旌德县人民检察院，联系电

话：0563-8601917。特此公告。

安徽省旌德县人民检察院

2019年7月11日

旌检民公[2019]34182500005号

本院在审查起诉杨早林非法捕捞水产品一案中发现，

杨早林在禁渔期、禁渔区使用禁用的工具非法捕鱼，其行为

破坏了生态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符合条件的机关和有关

组织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有关机关和组织提起诉讼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

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发出公告，请符合条件的机关和组织在

本公告发出三十日内将有关情况书面反馈本院。邮寄地

址：安徽省旌德县人民检察院，联系电话：0563-8022000。

特此公告。

安徽省旌德县人民检察院

2019年7月11日

贡检民公[2019]51030300004号

本院正在审查起诉的刘波、余孜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

罪一案，上述二人在自贡市贡井区金鱼河（糍粑坳河段）禁

渔期非法采用电击方式捕捞野生鱼类，已涉嫌刑事犯罪。电

击捕捞导致水域内的渔业资源与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损害

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拟就该

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现公告督促、建议有权提起

民事公益诉讼的其他机关和有关组织在本公告发出三十日内依

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将有关情况书面反馈本

院，逾期检察机关将依法起诉。邮寄地址：四川省自贡市贡井区

贡兴路123号，联系电话：0813-3210901。特此公告。

四川省自贡市贡井区人民检察院

2019年7月11日

什检民公告〔2019〕2号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苟强、张小兵非法捕捞水产品的

行为侵害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现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

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发出公告,请拟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机关

和有关组织在本公告发出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将

有关情况书面反馈本院。邮寄地址：德阳市什邡市金河南路

400号，联系电话：0838-8261966。特此公告。

四川省什邡市人民检察院

2019年7月11日

什检民公告〔2019〕3号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杨鹏、周建、谢孟蛟、钟广文非

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侵害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发出公告,请拟提

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在本公告发出三十日内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将有关情况书面反馈本院。邮寄地

址：德阳市什邡市金河南路 400 号，联系电话：0838-

8261966。特此公告。

四川省什邡市人民检察院

2019年7月11日

西检民公告[2019]1号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李刚、卢一龙、吴清兰在西峡

县丹水镇从事废旧铅蓄电池提炼铅活动时，将含有重金属

的废渣随意处置，该行为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西峡县

公安局以该三人涉嫌污染环境罪立案侦查终结，现已移送

本院审查起诉。请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人民法

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支持起诉。若

本公告发出后三十日内没有相关机关和组织提起民事公益

诉讼的，本院将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联系人：

许检察官，联系电话：0377-69983306。特此公告。

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检察院

2019年7月11日

当涂 7 月 9 日，安徽省当

涂县检察院召开保密工作会议，强
化保密安全教育。会上，干警认真
学习了严禁使用互联网处理涉密信
息、加强便携电子设备使用保密管
理的相关规定及保密案例，分析了
保密工作面临的形势，大家表示将
进一步增强保密意识，切实防止失
密泄密事件发生。

（朱春华）

民勤 近 日 ，甘 肃 省 民 勤

县检察院结合“维护民企权益，优化
营商环境”专项行动，组织检察官走
访调研当地民营企业。该院检察官
通过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详细
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存在的法律风
险，积极为企业建言献策，协调解决
涉法涉诉等方面遇到的实际问题。

（李璐）

宿迁宿城 江 苏 省 宿

迁市宿城区检察院近日联合该区法
院、司法局及辖区 4家公安分局出台

《适用速裁程序办理认罪认罚刑事案
件实施办法》。该《办法》进一步明确
适用速裁程序办理案件的范围、法律
帮助和审前调查启动程序及侦查、起
诉、审判工作程序的衔接等。

（郭珍 韩楚先 胡慧子）

城固 近日，陕西省城固县

检察院组织全体干警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应知应会知识考试。此次
考试是贯彻当前扫黑除恶工作要求
的具体措施，旨在检验干警对相关法
律法规、文件精神的理解掌握程度。

（李美）

兴宁 广东省兴宁市检察

院干警近日走进该市神宝矿泉饮料
食品有限公司，以座谈交流、实地参
观等形式，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
情况、营商环境和司法需求，听取他
们对检察机关服务企业的意见建
议，并耐心解答相关法律咨询。

（郑晓燕）

滨海 江苏省滨海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党员干警开展“弘扬先
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党性教
育活动。活动中，干警通过参观周
恩来纪念馆、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
邓小平雕塑主体公园等基地，重温
光辉的红色革命史，切身感受先辈
们的大无畏精神，取得了良好的教
育效果。

（徐海明）

赫章 近 日 ，贵 州 省 赫 章

县检察院检察官为古达初级中学千
余名师生举办禁毒法治讲座。检察
官结合近年来办理的涉毒典型案例
进行释法，深入浅出地讲解禁毒法
律知识，剖析毒品带来的严重危害，
并通过图片展示的形式，对新型毒
品进行介绍，告诫学生要切实增强
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徐茂鹏 熊春）

新蔡 河南省新蔡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检委会委员进行素能提
升培训。培训会上，该院检察长按照
学习培训计划，组织检委会委员集中
学习两高两部印发的《关于办理恶势
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文件
精神，就如何正确运用宽严相济刑事
政策依法办理涉黑涉恶案件提出有
关要求，引导检委会委员进一步准确
理解、把握相关文件规定。

（杨红梅）

儋州 近日，海南省儋州市

检察院干警走进辖区那大镇铺仔社
区，开展扫黑除恶暨禁毒法律宣传。
干警通过设置宣传台、发放宣传资
料、播放普法微视频、现场问答等形
式，向社区群众讲解毒品给个人、家
庭、社会带来的危害，鼓励群众积极
提供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

（刘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