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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常鼎检公益诉讼民公告〔2020〕2号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2019年9月，陈国平、李灿在

未办理任何采矿手续的情况下，私自在常德市鼎城区谢家

铺乡八斗村五组插花山非法采挖沙砾，经湖南省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局四一三队测量检查，确认开挖面积2924.7平方

米，其中沙砾10823立方米，其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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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常德市

鼎城区金霞路与桃花源路交汇处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检察

院，联系电话: 0736-7382353。特此公告。

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检察院

2020年7月1日

八检民行民公告〔2020〕1号

本院履职发现，梁先锋、梁泽林、陈起业在禁渔期内在贺

州市八步区贺江河段内非法电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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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拟提公益诉讼的机关或有关组织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

十日内书面回复本院。邮寄地址:广西贺州市八鹅路贺州

市八步区人民检察院;联系电话: 0774-5284345 (麦生)。

特此公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检察院

2020年7月1日

桃江 6月 29日，湖南省桃

江县检察院组织全院党员开展“今天
是我的政治生日”主题活动。活动
中，该院党支部书记为 7 月过“政治
生日”的 10 名党员赠送了“政治生
日”贺卡，激励广大党员充分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不忘初心，坚定信念，合
力推进桃江检察事业再上新台阶。

（周再明 莫晓琼）

卢氏 6 月 28 日 ，河 南 省

卢氏县检察院组织党员干警来到
该县烈士陵园旧址，进行英烈保护
普法宣传，劝阻在陵园门口两侧摆
摊的群众将摊位挪走、垃圾清理干
净，并和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建议
对烈士陵园旧址纪念设施及周边
环境进行常态化管理。

（刘燕）

涟水 6 月 28 日 ，江 苏 省

涟水县检察院举办党组书记讲党
课活动。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以

“加强新时期检察队伍建设”为主
题，结合工作实际，从为什么要加
强检察队伍建设、需要做什么、应
当怎么做三个方面进行讲解，表示
要严格按照“五个过硬”要求，努力
打造一支让人民满意、忠诚担当、
清正廉洁的新时代检察队伍。

（付云海）

天水麦积 近日，甘肃

省天水市麦积区检察院开展以“健
康人生，绿色无毒”为主题的禁毒宣
传活动。活动中，干警以开展现场
咨询、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广大
群众宣传普及识别毒品的方法以及
吸食毒品的危害等，呼吁群众提高
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为构建文明
和谐新麦积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雷洁琼）

监利 湖北省监利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守纪律、强素能、促公
正”岗位大练兵活动，通过邀请全
国人大代表宣讲全国两会精神、开
设检察实务讲堂、进行岗位技能测
试、开展优秀云微课评选等一系列
活动，促进检察队伍政治素质、业
务素质全面提升。

（范婷婷）

兴文 近日，四川省兴文县

检察院联合该县法院、司法局，共同
制定《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协商及量
刑 调 整 规 范 化 办 理 的 意 见》。《意
见》从工作目的、基本原则、程序告
知、量刑协商等方面进一步规范认
罪认罚案件量刑规范化办理机制，推
动控、辩、审三方依法履职，有效保障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兰婷媛）

蒲县 近日，山西省蒲县

检 察 院 与 该 县 监 委 、公 安 局 召 开
“反洗钱”和打击金融违法犯罪工
作联席会议。会上，大家学习了最
高人民检察院“三号检察建议”主
要内容和上级检察机关关于开展
打击洗钱犯罪工作有关要求，并对
辖区近五年来金融违法犯罪的发
案原因、办案效果等进行分析。

（高婷）

蚌埠蚌山 安徽省蚌埠

市蚌山区检察院近日开展“爱心润苗、
打造立体法治宣教网”活动。该院将
制作的“动漫普法剧”“战疫小能手 懂
法我最行”系列动画法治课件，通过

“蚌山检察”微信公众号以及区教育部
门、共青团、妇联等单位微信公众号推
送，进一步提升青少年的法治意识。

（徐跃）

大悟 近日，湖北省大悟县

检察院就被告人吴某某乱扔烟头引
发森林火灾一案在失火地开庭。为
了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
一，该案起诉后，承办人及时与法院
协调联系，建议将该案以巡回法庭
方式开到失火地，并在当地加强法
律宣传，提醒当地群众增强防火意
识、法治意识，共建生态文明。

（覃小芬）

赤城 近日，河北省赤城

县检察院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审
判委员会，认真听取审委会案件讨
论意见，本次审委会讨论的案件系
经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的再审
案件，这也是今年疫情防控期间，
检察长首次列席审判委员会。会
上，主审法官和审委会委员充分发
表各自意见，该院检察长对争议的
焦点问题进行阐述，清晰阐明了检
察机关的观点和抗诉理由。

（驰轩）

皋兰 近日，甘肃省皋兰

县检察院组织干警在县人民广场
开展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
暨禁毒宣传活动。活动当天，干警
们通过设置宣传台、悬挂横幅、发
放禁毒宣传资料等方式，向群众讲
解毒品的种类、危害等禁毒常识，
并对群众咨询的法律问题进行详
细解答。

（王晶）

天津津南 天津市津

南区检察院检察长近日为全院干
警上专题党课，从强化政治担当、
严明党规党纪、完善监督管理机
制、戒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
廉政警示教育等方面提出要求，督
促干警自律自省，警钟长鸣。

（王璐佳）

南宁青秀 近日，广西

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检察院
检察官走访辖区多家律师事务所，
与律师面对面交流，向他们介绍检
察机关在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
察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取得的成效
等，认真听取他们对民事、行政、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

（梁少春）

盖州 辽宁省盖州市检察

院近日联合辖区司法行政机关共
同制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宣传片，
用真实案例诠释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及处理方
式，并将宣传片在监狱、社区矫正
等场所滚动播放，进一步提升认罪
认罚知晓率。

（盖检）

射阳 江苏省射阳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开展“迎七一”系列党
建活动，邀请县委党校教师以“从
革命史看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
命”为主题，为党员干警上了一堂
专题党课。授课老师结合革命史，
带领党员干警重温血与火的激情
岁月，激发和引导干警检视初心使
命、坚定理想信念。

（杨伟）

绩溪 近日，安徽省绩溪

县检察院召开中央脱贫攻坚专项
巡视“回头看”整改暨深化“三个以
案”警示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会
上，该院检察长代表领导班子从思
想政治、担当尽责、为民宗旨以及
勤政廉政等方面作对照检查，深入
查摆问题不足，从思想根源上剖析
产生问题的原因，明确了具体的整
改措施。其他班子成员逐一对照
检查，深入剖析，深挖根源，相互批
评勇于揭短亮丑，做到见人见事见
思想。

（洪晨菲）

赫章 近日，贵州省赫章

县检察院未检部门检察官为该县
第六中学师生上了一堂法治课。
检察官结合近年来办理的未成年
人涉毒案件，深入浅出地讲解毒品
的种类及严重危害，并以图片展
示、视频教学的方式，引导学生切
实增强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徐茂鹏 陈星）

山阳 陕西省山阳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公文质量专项提升工
作。该院组织了专项培训，组织干
警学习《陕西省检察机关公文处理
办法》相关规定，向各部室下发《关
于统一公文管理的通知》，对公文
的起草、审签、用印以及签发稿的
存档等进行规范，切实提高公文处
理工作质量。

（张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