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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促进基层检察院之间经验
共享、优势互补、共同进步，近日，韶关市
检察院举行肇庆市、韶关市基层检察院结
对共建工作启动仪式。肇庆市检察院副
检察长宋伟、政治部主任苏斌出席，韶关
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傅泽熙、政治部主任沈
明河，以及两地开展结对共建工作的基层
检察院检察长等参加了仪式。

仪式上，端州区检察院与曲江区检察
院、高要区检察院与武江区检察院、怀集
县检察院与仁化县检察院、封开县检察院
与乐昌市检察院等 8 个基层检察院相互
签订了结对共建工作协议。随后，两地基
层检察院就“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党
的建设、检察队伍建设、检察文化等工作
进行了交流讨论。

宋伟表示，肇庆、韶关两地检察机关
曾有多项工作成功合作，接下来，双方要

深度交流，将最高检和省检察院的要求融
入各自特色，提升共建水平，努力形成品
牌；要创新探索，不断促进基层检察院全
面协调充分发展；要互相鼓励，携手并
进，共同打造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学
互鉴、共同提高的新格局。

傅泽熙对结对共建工作开展提出三
点希望：一是细化举措，落实工作进度，
确保结对共建工作有序推进、按期实施、
取得实效；二是双向互动，全面提高工作
成效，不断扩大结对共建工作的影响力和
渗透力；三是互帮互学，进一步提升基层
检察院建设水平，促进基层检察工作更好
地服务大局、服务发展。

仪式结束后，肇庆各相关基层检察院
还分别到韶关各相应结对基层检察院进
行走访座谈交流。

通讯员 吴志红 林悦雯 摄影报道

市检察院举行肇庆市、韶关市基层检察院结对共建工作启动仪式

结对共建拓思路 优势互补促发展

两地基层检察院结对共建工作启动仪式现场。

本报讯 为加强新入监服刑人员的
服刑意识、规矩意识和法律意识，近日，
乐昌中山地区检察院检察长潘全民为乐
昌监狱新入监的 220名服刑人员上了一
堂法治教育课。

课上，潘全民围绕“认罪服法守法，
积极改造新生”主题，结合驻监检察工作
职能和新入监服刑人员改造生活实际，
以案说法，列举检察机关查办的狱内违

法违纪典型案例，深入剖析违法犯罪行
为产生的原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明
狱内违法违纪的危害性及应承担的法律
后果，警示服刑人员端正态度、敬畏法律、
真诚改造。最后，潘全民结合当前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工作，动员服刑人员积极检举
揭发狱内外涉黑恶势力、牢头狱霸及背后
的“保护伞”，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共
同维护监管改造秩序。 吴丽娟

本报讯 为推动我市公益诉讼检察
工作深入开展、进一步提升各基层检察
院办案质效，近日，市检察院先后到浈
江、曲江、翁源、新丰等地调研指导公益
诉讼检察工作。

调研组通过查阅基层检察院案卷材
料、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等方式，充分
了解我市各地目前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开
展情况、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并
就公益诉讼案件办理中应注意的重点进
行了阐释说明，根据各基层检察院的实
际情况提出指导意见：一要高度重视，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公益诉
讼检察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确保顺
利完成各项公益诉讼专项工作任务；二
要凝聚合力，积极探索与有关部门建立
常态化的长效协调机制，不断开拓案
源，汇聚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强大合力；
三要主动作为，积极、稳妥推进公益诉
讼“等外”领域探索，精准发力出击，争
取办理一批质量高、效果好的公益诉讼
案件；四要积极提升，善于学习最高检
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借鉴各地公益诉讼
检察工作成功经验，不断提升业务素质
和办案规范化水平。

通讯员 王小清

本报讯 近日，始兴县首家未成年被
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中心正式成立并
投入使用，始兴县检察院、县公安局、县
妇幼保健院等单位领导共同为该救助中
心揭牌。

该救助中心是检察机关及时、全面
救助未成年被害人的一体化办案场所，
设有询问室、心理疏导室、检查室等多个
功能区，旨在通过对未成年被害人“一
站式”开展司法询问、证据提取、心理疏
导等工作，避免因公、检、法三个环节的
反复询问造成“二次”伤害，强化对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机
制是始兴县检察院深入贯彻落实最高人
民检察院“一号检察建议”的重要举措，
接下来，该院将依托救助中心，进一步细
化、深化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切实护航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

通讯员 邓小溪 邓婕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的一个傍晚，正在赶
路的肇庆市怀集县检察院检察长周雄
突然听到“嘭”一声巨响，他敏感地意识
到前方出现交通事故，于是立即指挥司
机停车，打开警灯和双闪灯，和政治部
主任黄建荣等下车察看情况。仁化县
检察院检察长钟全芳也立即下车，报
警、保护现场、指挥交通、询问伤者……

为什么两地检察长会出现在同一
个事故现场？原来，当天下午两位检察
长在韶关市检察院刚完成肇庆市、韶关
市基层检察院结对共建签约仪式，当他
们一同赶往结对共建单位仁化县检察
院时，途经省道 246 仁化县河富大井村
路段，正遇上该路段发生的一起交通事
故，于是，便出现了两地检察长携手相
助处理交通事故的感人场面。

深秋的粤北夜幕深沉，只见两辆受
损的摩托车倒在马路上，两名伤者躺倒

在地，省道上车流呼啸而过，随时有发
生二次事故的危险。在这危急时刻，两
位检察长立即停下车辆、开启警示灯，
查看伤者情况并向医院、交警拨打电话
求助。在等待医护人员、交警到来的过
程中，两位检察长和同行人员始终坚守
在事故路段，安抚伤者情绪，保护事故
现场，并打着标准的手势维持交通秩
序，确保不发生二次事故。直到交警赶
到，他们才放下心来继续赶路，离开前
还特意提醒现场群众“摩托车正在漏
油，千万不要吸烟。”

一起交通事故，两地检察长齐伸援
手，双方结对共建的心系得更紧了，他
们用暖心的举动传递着正能量，用实际
行动践行着新时代检察机关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阐释了人民检
察心系群众，爱民、为民的高尚情操。

通讯员 黄彬

本报讯“非常感谢两级检察院对我们
的关心和帮助，这笔救助金解决了我们的
燃眉之急，谢谢检察官。”金秋十月一个普
通的工作日，在曲江区检察院12309检察服
务中心，交通肇事案件受害人黄某的家属
向韶关市检察院、曲江区检察院送上“司法
救助 温暖人心”的锦旗，表达对检察机关
扶危救困的感激和赞誉。

今年 6 月，黄某驾驶摩托车在曲江区
某村路口被朱某驾驶的小型面包车追尾
碰撞，造成黄某重伤二级的交通事故，朱
某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黄某对事故
的发生无任何过错。

曲江区检察院在办理该起交通肇事案
件时，了解到黄某为支付高额住院治疗费
已举债24万元，后续治疗还需要大量费用，
其家庭生活陷入困境。曲江区检察院及时

将上述情况向韶关市检察院汇报，两级检
察院第一时间启动司法救助“绿色通道”。
考虑到黄某重伤在院治疗、其亲属在医院
陪护不能离开等情况，检察官主动到黄某
所在医院调查核实案件和犯罪嫌疑人的赔
付情况。经深入细致审查，两级检察院认
定黄某符合司法救助条件，决定开展联合
救助，为黄某一家共发放国家司法救助金 7
万余元。同时，检察机关正在积极与当地
民政、残联等部门沟通，协调落实黄某一家
低保救助和长效帮扶措施。

事故无情，检察有爱。此次联合救助精
准、及时、高效，检察机关上下联动、内外合
作、多元救助，彰显了司法为民的宗旨，重燃
了黄某家庭对生活的希望，让人民群众切实
感受到司法人性化关怀，是检察机关传递法
治温情的生动体现。 张培丹 摄影报道

近日，市检察院联合市工商联举办“服务‘六稳’‘六保’护航民企发展”检察开

放日活动，我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营企业家等 13 名代表走进市检察院，参观

12309检察服务中心、廉政教育基地、案件管理中心和阳光检务展厅，多方位感知检

察服务。 李旭斌 摄

本报讯 为进一步巩固英烈保护工
作成果，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近日，翁
源县检察院对坝仔镇革命烈士陵园整
改情况展开“回头看”。令人欣慰的是，
烈士陵园的道路已铺成硬底化步梯，陵
园内外杂草和垃圾已清除干净，恢复了
庄严肃穆的氛围。

今年 4 月，翁源县检察院走访辖区
内的红色文化遗址时发现，个别革命英
雄烈士纪念设施因年久失修，呈现出杂
草丛生、碑文字迹不清等残破景象。“必
须马上改善陵园现状！”随后，该县检察

院迅速启动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向该县
退伍军人事务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
加强管理维护，及时修缮保养烈士纪念
设施。收到检察建议后，该县退伍军人
事务局立即着手整改，及时开展全面清
理和维修，陵园环境大大改善。

下一步，翁源县检察院将继续加强
英烈纪念设施保护工作，加大英烈名誉
荣誉法律保护力度，为在全社会形成崇
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烈士合法
权益的浓厚氛围贡献检察力量。

通讯员 王俊辉 郑婷婷

本报讯 近日，一名两岁左右的小男
孩在乐昌市府前社区一巷子里奔跑，险
些被摩托车撞倒。危急关头，正在社区
巡逻的乐昌市检察院志愿者赶紧冲上
前，将其抱到路边安全地带。

“小朋友，你家人在哪？家住哪儿？”
检察志愿者耐心询问，但小男孩年幼，无
法正常交流。检察志愿者立即带着小男
孩沿街道挨家挨户询问，在确定小男孩
与家人走散后果断报警。眼见小男孩焦
急地哭了，检察志愿者买来棒棒糖递给
他，小男孩的情绪才有所缓解。随后，赶
来的民警将小男孩接到了附近的派出
所。1小时后，心系孩子的检察志愿者又
主动打电话到派出所了解进展，得知走
失的孩子是自己从家里偷偷跑出来的，
现已被家长顺利接回后，心里悬着的石
头终于落地，转身继续投入忙碌的志愿
服务工作中。

热心伸援手，检爱暖人心。爱心检
察官提醒各位家长，切莫让幼儿离开自
己的视线，稚童不识身边险，而身边险却
无处不在。

通讯员 谭崴巍

本报讯 为充分发挥巡回检察尤其
是交叉巡回检察制度优势，推动常态化
疫情防控形势下的监狱巡回检察工作，
近日，韶关市检察院对英德监狱开展为
期 5天的交叉巡回检察。

为做好此次交叉巡回检察工作，韶
关市检察院专门制定巡回检察工作方
案，分别对刑罚变更执行、狱政管理、教

育改造、疫情联防联控工作等 4大项 9方
面 180多个内容进行全方位“体检”。

在巡回检察见面会上，市检察院副
检察长傅泽熙对交叉巡回检察工作提出
了具体要求：一要在积极开展交叉巡回
检察工作的同时充分考虑监狱实际情
况，认真细致做好巡察工作；二要强化检
察机关与监狱的衔接配合，力求取得政

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三
要严守廉洁纪律，不得以巡回检察工作
的便利谋取私利。英德监狱监狱长刘杨
表示，全体监狱干警要提高政治站位，充
分认识巡回检察的重要性，全力配合，抓
好问题整改，确保交叉巡回检察工作圆
满完成、取得实效。

会后，三个巡回检察小组深入监管

一线，采取查阅资料、谈话交流等方式，
实地了解监管安全、教育改造、劳动改
造、分押分管、生活卫生、通信会见、疫情
防控、驻监检察工作及扫黑除恶工作等
情况。

目前，对英德监狱的交叉巡回检察
工作已经结束。检察机关将认真研究交
叉巡回检察反馈的问题，依法提出检察
监督整改意见，跟踪监督整改情况，推动
检察监督与罪犯监管改造工作双提升，
向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法治产品。

通讯员 伍伊帆

韶关市检察院完成对英德监狱交叉巡回检察工作

做细交叉“体检”做实巡回检察

办公路上遇到交通事故

两地检察长携手相助

韶关市、曲江区两级检察院热心
为交通肇事案件受害人协调帮扶措施

联合司法救助 传递检察温度

市检察院调研指导
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上下联动提质效
合力推进护公益

始兴县首家未成年被害人
“一站式”询问救助中心揭牌

护航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

幼童走失让人急
志愿者援手相助

乐昌中山地区检察院检察长
为新入监服刑人员讲授法治教育课

强化入监法治教育
督促服刑人员积极改造

翁源县检察院对坝仔镇革命烈士陵园
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

英烈保护不止步 检察监督显实效

揭牌仪式现场。

交通肇事案件受害人的家属向韶关市检察院、曲江区检察院赠送锦旗表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