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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第 51个世界环境日即将来临之际，近
日，州中级人民法院、罗甸县人民检察院、罗甸县公安
局、罗甸县农村农业局在被誉为“东方洞穴博物馆”的
罗甸县大小井风景区，共同见证4名非法电鱼当事人用
被罚的7854元所购买的30000余尾鱼苗投入到河内，以
修复渔业生态。

“我因为电鱼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被司法机关引
导教育之后，认识到了电鱼是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犯
罪行为，我自愿购买鱼苗放归自然、修复生态。在这里
我提醒大家不要以身试法，破坏环境。”涉渔违法案件
当事人刘某裕说。

蒙江坝王河保护区位于珠江流域罗甸县境内，是
2009年12月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国家级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斑鳠，其他保护对象包
括南方白甲鱼、多耙光唇鱼、大鳞细齿塘鳢等。州两级
法院充分发挥生态司法“打击、修复、保护”三重职能，
努力为黔南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
障。

2021年6月2日，王某能在罗甸县禁渔区内使用打
鱼机电鱼，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查获王某能电鱼工具
以及捕捞到的鱼约 80条，重 4斤。2021年 6月 6日，刘
某忍、刘某裕、刘某宽等人在罗甸县域内某河边电鱼，
返城途中被公安机关抓获，并查获捕捞到的百余条鱼，
重 5.52斤。王某能及刘某忍、刘某裕、刘某宽等 4人因
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罗甸县公安局刑事立案，经
侦查终结后，移送罗甸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1
年12月24日，罗甸县人民检察院考虑到非法捕捞的渔
数量较少，情节轻微，且都自愿认罪认罚，本着宽严相
济、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要求
开展增殖放流进行生态修复。王某能、刘某忍、刘某
裕、刘某宽等4人均同意按照相关主管部门决定的数量
进行增殖放流。

今年4月，罗甸县检察院向县矛盾纠纷多元调处中
心申请调解，双方就增殖放流进行生态修复的相关事
宜达成协议。随即，罗甸县人民检察院就所达成的协
议向州法院申请进行司法确认。

为增加环境保护类司法确认审查的透明度，当日，
州法院环资庭以开庭的形式，对上述协议进行了司法

确认审查。州法院根据双方约定，考虑到生物增长的
周期性，保证增殖放流后育苗的存活率，使被破坏的生
态能够得到及时的修复，在征得双方同意后，立即按达
成的协议进行生态放流，恢复生态。

图为增殖放流现场。
（孟锦雄 摄影报道）

州法院

助力生态资源修复 3万余尾鱼苗放流蒙江坝王河
本报讯 近日，州中级人民法院

首次尝试让智慧法院走进校园，通过
中国庭审公开网，将庭审直播转化为
鲜活生动的法治公开课，为罗甸县
10 所中小学的师生们带来了一场法
律“盛宴”。

为上好第一堂远程法治课程，州
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将正在审理的两
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提前推送至罗
甸县教育局，罗甸县教育局经研究，
确定在该县 10 所中小学同步开展庭
审直播课。当日，校方在法院技术部
门的指导下，组织学生远程同步旁听
了这起案件的直播，学生们坐在教室
里就能看到整个庭审过程，让严肃的
法律以更加直观的形式展现在学生面
前，让学生接受了一堂内容生动、印
象深刻的法治教育课。

罗甸县的10所中小学共计12400
余名师生同步旁听了庭审，改变了传
统的线下授课覆盖范围小、形式单一
的局面。同时，这种普法宣传方式也

是黔南法院对“法治副校长”讲授法
律知识由传统实地教学向新媒体转变
的有益探索，以可视化、体验式方式
拓展了法治宣传的广度与深度，给学
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通过尝试庭审直播，以真实案
例进行法治教育，学生们通过这种方
式，能直观地感受到了法律就在身
边，也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反
思，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州法院通
过“智慧法院+校园”法治教育的做
法得到了罗甸县教育局和师生的充分
认可。

下一步，黔南法院系统将与教育
部门加强联系，创造性地运用“智慧
法院+校园”法治普法教育模式，共
同推动普法工作创新发展，使法治教
育活动真实可感、触手可及，形成

“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
校园氛围。

（孟锦雄）

州法院

“智慧法院+校园” 让法治教育不掉线

本报讯 罗甸县地处黔南山地
西南部、黔桂两省区结合部的红水河
畔、黔桂交界处的山区，具有得天独
厚气候条件与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发
展绿色生态农业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
件。为广泛传播生态环境保护法律知
识，引导和带动更多地青少年参与生
态环境保护实践，让保护绿水青山的
理念在童心中生根发芽。州中级人民
法院与罗甸县教育局在罗甸县 10 所
中小学内同步开展生态环境法治宣传
教育进校园活动。

近日，州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以
庭审同步直播的形式，给罗甸县一
中、二中、民族中学、新育学校以及
各乡镇中学、红水河小学等 10 所中
小学共计 12000余名师生在线上了一
堂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法治课。

活动中，州法院法官在审判庭里
开庭，通过网络将画面实时传输到各
中小学，各中小学组织本校学生观看
庭审直播。庭审中，法官根据正在办
理的发生在罗甸县境内的几起非法捕
捞野生鱼的案件进行普法宣传，并结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
相关内容，针对野生生物资源的保护
政策、环境的预防与修复、环境司法
理念等环境公益诉讼的相关知识内
容，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
给在线旁听的师生进行普法宣传，一
方面让中小学生领略大自然的美好、
培养热爱大自然的情感，另一方面培
养他们关心周围环境，从小养成珍惜
自然资源，爱护自然界生物的意识。

（孟锦雄）

州法院

将生态环境教育融入法治课堂

本报讯 今年 3月 8日，公安机关在福泉市牛场镇
开展禁毒“踏查”过程中，排查出被告人姜某某在自家
耕地上种植了罂粟苗585株，姜某某对非法种植罂粟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件侦查终结后，公诉机关以被
告姜某某涉嫌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向福泉市法院提
起公诉。

近日，该案在福泉市法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为常态化开展好青少年普法教育，呵护青少年健
康成长，使青少年进一步认识到毒品的危害性，提高青
少年的禁毒意识和识毒、防毒、拒毒能力，福泉市法院
邀请“深圳百合外国语福泉学校”30余名师生到场旁听
了此次庭审。

庭审中，主审法官通过规范、严谨的庭审程序和通
俗易懂的“法言法语”，组织控辩双方进行了举证、质

证、法庭辩论及被告人最后陈述，为在座的师生呈现了
一场规范有序的涉毒品案件庭审过程。

庭审结束后，主审法官以案说法，就毒品相关的法
律知识和青少年应当如何远离毒品对参加旁听的同学
们进行普法教育，为同学们讲解了毒品的严重危害,教
育同学们要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拒绝诱惑、珍爱
生命、远离毒品。

同学们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庭审观摩，让大家深刻
认识到毒品的危害性，今后一定遵纪守法，提高法律意
识、辨毒意识和防毒意识，远离犯罪。

此次邀请在校学生旁听涉毒品案件庭审，让学生
“零距离”直击庭审过程，通过法官以案释法，为参加旁
听的全体师生上了一堂生动而严肃的法治课，受到师
生们的一致好评，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 (幸仁义）

普法教育零距离

福泉市法院邀请学生观摩涉毒品案件庭审

本报讯 “我们这个案子，已经过一审、二审、再审
了，但是都没有进入实质性审理，法院都是以超过诉讼时
效为由不予受理或者驳回，感谢检察院领导召开听证会，
给了我们一个质证的机会。”听证会刚刚开始，申诉人便有
感而发。

近日，在龙里县检察院听证室里，省检察院检察官主持
召开了王某某、常某某行政申诉案件公开听证会，参加听证
会的有申诉人、被申诉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代表和
部分群众。

该案申诉人王某某因不服行政机关的房屋征收行为提
起行政诉讼，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不予受理，经过法
院一审、二审及再审后，申诉人仍然不服，遂向最高人民
检察院申请监督，最高检将该案交由省检察院办理，省检
察院经审查认为法院的裁定并无不当。为找准案件症结，
承办检察官崔海港在州检察院、龙里县检察院的协助下，
多次深入村寨走访征地拆迁地周边的群众，到行政机关调
取相关证据，查阅历次法院审理的案件卷宗，并到申诉人
王某某家中了解其生产生活情况和诉求。为推动本案行政

争议实质性化解，实现“案结、事了、政和”的目标，省
检察院决定在龙里县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为当事人双
方搭建一个公开、公正的沟通平台。

听证会结束，申诉人王某某表示：“检察院对我们的案子
是真的花时间和精力用心办的，我们都看到了，如果早点有
机会和对方当事人质证，事情也不会拖到今天。”申诉人积压
了近8年的不解和执念，在慢慢消融。

（曹正芳 王妮 蒙霆洲）

省检察院、龙里县检察院

联合举行公开听证 力促行政争议化解
本报讯 为营造全民学习民法典的浓厚氛围，响应企业提

出的法律需求。5月 12日，州人民检察院干警来到都匀市水表
厂，向干部职工开展民法典合同篇的宣讲培训。

在宣讲培训中，针对干部职工提出的有关企业产品销售方
面的法律疑惑，检察干警重点就买卖合同在实践中的法律适用
与纠纷解决向干部职工进行深入浅出的解析，受到干部职工的
一致欢迎。同时，检察干警还建议企业加强合规管理，建立起科
学、规范、严密的合同管理制度，避免因合同管理混乱、订立不规
范等导致自身权益受损，从而产生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当前经济形势的不断变
化，企业经济合同管理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并受到关注。经济
合同的有效管理和订立对于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后的工作中，州检察院将持续加大对
企业的法治培训力度，服务市场主体，为黔南法治化营商环境建
设提供更多、更优的检察保障。

（范旭）

州检察院

送法进企业 培训促合规

本报讯 “眼下春耕生产大忙
季节，正是急需用钱购买农资产品
的时候，感谢检察院的帮助，我们
终于拿到工资。”5月 19日，收到劳
动报酬的韦某某、石某某等农民工
代表激动地对检察官说。

韦某某、石某某等农民工能领
取到拖欠的工资，得益于三都水族
自治县检察院积极履行的支持起
诉职能。该院第二检察部在开展
民事检察监督工作中，发现中和镇
雪花湖移民社区一家民营企业存
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雪花
胡社区为三都最为集中的水族移
民社区，水族人口占比 100%，三都
检察院指派双语检察干警深入调
查了解情况，查明事实。

经查，贵州水绣某实业有限公
司从 2021年 12月至今年 3月，拖欠
34名农民工工资共计 82889.76元，
该公司曾多次口头保证并两次出
具了书面支付保证书，但均未兑现，经社区干部和驻村工作
队多次调解未果。

介入调查后，三都检察院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和镇、雪花湖移民社区相关负责人以及驻村干部进行沟通
协调，并约谈企业法人开展释法说理，但该企业仍未兑现欠
薪，部分农民工向检察机关申请支持起诉

经审查，三都检察院依法受理了 8位农民工的申请，同
时向三都法院移送《支持起诉意见书》。最终，该企业于法院
开庭前兑现了8位农民工工资共计23283.04元，其他未申请
支持起诉的农民工，企业法人当场写下保证书，承诺于今年
6月5日前将尾款全部付清。

图为检察官在为农民工发放欠薪。（时圣东 摄影报道）

三都检察院支持起诉为农民工追讨欠薪

本报讯 从今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第二批“益心为公
检察云平台”试点工作以来，福泉市人民检察院积极落实上级检
察机关工作部署，聘请部分专业领域人员担任“益心为公检察云
平台”志愿者，为该院公益诉讼检察拓展案源、为案件办理提供
专业意见，有效弥补公益诉讼检察案源窄、检察干警专业能力不
足短板。

近日，福泉市检察院接到辖区内“益心为公”志愿者反映的
某某公司在福泉市辖区内非法倾倒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线索
后，立即赶赴现场，走访案发地周边群众，利用无人机航拍、现场
勘查等固定证据，并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程序。立案后，
该院积极走访相关行政机关，邀请“益心为公”志愿者到现场查
看，并听取其专业意见，对固体废物进行类别分析，并依法向行
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自开展“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试点工作以来，福泉市检察
院收到“益心为公”志愿者提供的涉非法占用耕地建房、环境污
染、食品药品等领域多条公益诉讼线索，目前正在办理之中。“益
心为公检察云平台”给社
会各界人士提供了参与公
益诉讼的平台，检察机关
也因“益心为公检察云平
台”志愿者的参与，更好地
履行公益诉讼职能守护好
美好家园，提升人民群众
获 得 感、幸 福 感 和 安 全
感。 （黎娟 邓迪）

福泉市检察院

借“益心为公”志愿者平台守护美好家园

本报讯 近日，惠水县人
民检察院驻下兴村工作组能
动履职，用心用情帮助 1 名五
保鳏寡老人住进县养老院，受
到当地群众称赞。

驻村干警在日常的走访
工作中，发现该村 1 户五保户
半身瘫痪在床，生活起居无法
自理，且独居无亲属等照顾。
面对此景，驻村干警把老人当
成亲人来照顾。每周2次的村
医体检，每天 3 次以上的驻村
队员和村干部上门走访探视
成了日常风景。为了更好地
实现老人老有所医愿望，惠水
县检察院驻下兴村工作组积
极向镇党委政府汇报，联系民
政部门申请帮扶。同时对本
村该类困难群众进行集体研
判，分析是否符合困难集中供
养的人群并建立台账、明确包
保责任人，随时监测该类群体
的生活动态。通过各方努力，
该名鳏寡老人已送至养老院
进行康养生活。

惠水县检察院驻下兴村
工作组始终以为民情怀,做“暖
心事”,解“烦心结”,成“知心
人”, 在抓好乡村振兴各项任
务落实的同时，维护好弱势群

体的合法权益，用实际行动践行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上
提出的“要格外关注、格外关心困难群众，加强对残疾
老人、孤儿、农村‘三留守’人员等特殊和困难群体的关
爱服务”之要求，做好每一件小事,把工作做到群众的
心坎上,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认同感。

（杨跃江 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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