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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重点项目建设
化解6起矛盾纠纷

2018 年 8 月 15 日，昌江检察院派驻昌
江核电工程项目检察工作站揭牌仪式举
行。这是昌江检察院贯彻落实海南省人民
检察院、海南省发改委开展“两保障、两守
护”派驻重大项目检察工作站专项部署工
作，全力服务保障海南自贸区（港）建设的
具体举措，也是昌江检察院主动为昌江重
大项目建设提供优质检察产品，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提供高效司法服务的工作缩影。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设立了 6 个检
察站（室），与县国资委、县工商联等部门
形成协作配合机制，尽力服务重点项目建
设。”陈雄介绍，近年来，昌江检察院紧跟
省委、省检察院和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
署，落实省检察院优化自贸试验区和自贸
港营商环境的一系列意见和措施，还出台
了《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开展“创
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产权司法保护、服
务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建设”专项活动实
施方案》。

走进昌江核电工程项目、华盛金光现
代农业光伏项目派驻检察工作站，映入眼帘
的是检察官们忙碌的身影，他们积极为群众
提供司法服务，协调排解矛盾纠纷……

据统计，2019年，昌江检察院协同派出
所、司法所化解了三联村村民阻挠施工等
矛盾纠纷 6 起，保证核电项目正常施工；结
合“禁毒三年大会战”“扫黑除恶”“增绿护
蓝”等专项行动，深入核电项目及周边村委
会开展法治服务和宣传 15 次，为项目建设
提供良好法治环境；通过无人机网格巡查
发现核电项目周边水产养殖违规生产和违
法排放，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违规倾倒，开
展公益诉讼2件，督促相关行政执法机关落
实监管措施，保持核电项目周边良好生
态。在华盛金光现代农业光伏项目开展调
研2次、宣讲法治1次、解决涉法诉求7件。

服务经济发展
解决民营企业涉法诉求8件

“欢迎各位民营企业代表来我院参观。”

扛起检察担当 助力昌江发展
昌江检察院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净化社会环境，提升法治化水平取得显著成效

□本报记者郝文磊 通讯员符浩 文继敏

“法是什么，法有什么作用？”

2019年 10月 23日晚，在昌江黎族自

治县中学图书馆报告厅，昌江县人民

检察院党组书记、代检察长陈雄以

《以法为灯 树立人生航标》为题，给

昌江中学的师生们上了一堂别开生

面的法治课。这无疑是一堂让师生

们受益匪浅的课。他用通俗易懂、诙

谐幽默的语言，不时引起师生们的阵

阵掌声。

“往小处讲，我们希望通过实际

行动影响无数个个人的人生路；往大

处讲，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举措为昌

江的发展添砖加瓦。我想，这就是检

察担当的具体表现。”5月11日，昌江

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代检察长陈

雄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提及检察担当

具体指什么，陈雄侃侃而谈。

近年来，昌江检察院主动服务全

县社会发展大局，全力完成各项工作

目标。2019年业务考核在全省检察

机关10个政法专项编制数50人以下

的基层院中排名第二，达到优秀等

次；2019 年 5月被海南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评为“海南省打赢脱贫

攻坚战先进集体”；2019 年 9月被最

高检评为“2019 年度全国检察宣传

先进单位”。

昌江检察院派驻昌江检察院派驻昌江循环经济工业园区检察工作站挂牌成立昌江循环经济工业园区检察工作站挂牌成立，，该院代检察长陈雄该院代检察长陈雄（（右右））与昌江县与昌江县

副县长黄胜卫副县长黄胜卫（（左左））共同揭牌共同揭牌

昌江检察院派驻昌江检察院派驻海钢集团有限公司检察室挂牌成立海钢集团有限公司检察室挂牌成立，，该院代检察长陈雄该院代检察长陈雄（（右右））与海钢集团与海钢集团

副总经理李平丞副总经理李平丞（（左左））共同揭牌共同揭牌

2019年8月27日上午，昌江检察院举办“检察护航
民企发展”主题检察开放日活动，该院党组副书
记、副检察长王松带领代表们走进检察院，零距离
感受了解检察工作，增进他们对检察工作的了解
和认识。

昌江检察院积极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落实省
检察院保护民营经济 16 条措施，在循环经济工业
园区、工商联设立检察工作站，进行日常巡访和
法治咨询，2019 年，共开展座谈调研 6 次、宣讲法
治 2 次、解决涉法诉求 8 件。

坚持“保护但不放纵”的原则，对涉案民营企
业负责人慎捕慎诉，极力减少办案对企业的影响，
依法不批捕 1 人；严惩危害民营企业发展的犯罪，
立案监督4件，批捕11人，起诉12人。

开设涉企案件办理专门窗口和绿色通道，开
展涉民营企业案件立案监督和羁押必要性审查
专项活动，把纠正利用刑事手段插手民营企业经
济纠纷案件和民营企业负责人羁押必要性审查，
作为诉讼监督和案件审查的必经程序，切实把让
民营企业负责人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成为检察办案理念。

此外，昌江检察院还尽力服务国有企业改革
发展。在海钢集团设立检察室、组织企业中层干
部参加庭审教育、编发警示教育案例等。落实省
检察院“百名检察官联系百家企业”专项活动要
求，5 名院领导分别联系 5 家企业，为企业提供“贴
身”服务。检察长带头联系海钢集团，主动与海钢
集团领导对接，寻求法治服务着力点，部署和跟踪
落实相关服务工作。配合省检察院农垦检察部工
作，指定专门部门办理涉农垦案件和事项，保证检
察机关服务农垦改革发展措施得到落实。

不断净化社会环境
起诉涉恶犯罪29人

批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 271 人，同比上升
23.2%，起诉 255 人，同比下降 13.3%，这是昌江检
察院 2019 年在保安全护稳定工作上呈交的答
卷。为“山海黎乡大花园”建设营造和谐稳定的
社会环境，势必少不了昌江检察院的助力。

“近几年来，我们举全院干警全部力量，深入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投入维护昌江安全
和稳定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果。”陈雄说。

昌江检察院成立涉黑涉恶案件专案组，实行
涉黑涉恶案件一案一报、专人专办，确保对涉黑
涉恶案件的依法、准确、从严打击。在办理颜某
某等涉黑犯罪案件中，检察长靠前指挥，分管副
检察长主办，各部门协调配合，办案组及时对接，
提前报告、提前介入，同步指导、同步录入，集中
审讯、集中审查，确保公安机关报捕的 38 人全部
批捕，做到“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
罪一个不凑数”。坚持“破网打伞”“打财断血”，
发现并向纪委监委移送线索 10 件，指导公安机关
加强“黑财”管控，提出查处“黑财”意见 5 条。

据统计，昌江检察院共起诉涉恶犯罪 29 人，
批捕涉黑犯罪 38 人，平均办案周期 39 天，全省用
时最短。依法严厉打击侵害人民群众人身、财产
安全犯罪，起诉故意伤害、抢劫、盗窃、诈骗等犯
罪 62 人；严厉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批捕
7 人，起诉 13 人；积极投入禁毒三年大会战，严厉
打击各类毒品犯罪，批捕 42 人，起诉 35 人；严惩
强奸、强迫卖淫等侵害妇女权益犯罪，起诉 12
人；严惩酒后危险驾驶等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犯
罪，起诉 37 人。与纪委监委沟通协作，坚定不移
惩处腐败犯罪，起诉职务犯罪 4 人，通报起诉/不
起诉党员 12 人；及时通报司法、行政人员存在的
不作为、慢作为的情形，县纪委监委约谈了 2 名
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

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就地化解矛盾纠纷35件

记者了解到，昌江检察院还积极参与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用心做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助力
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均取得显著成效。

干警们明白：践行“枫桥经验”，重在化解矛
盾、案结事了。对此，去年，昌江检察院紧盯“告
状难”“申诉难”问题，对群众来信，凡有联系方式
的，全部做到 7 日内程序性回复、3 个月办理过程
或结果答复制度，答复率为 100%。发挥派驻检察
室“建在基层、贴近群众”优势，就地化解矛盾纠
纷 35 件。推行第三方工作机制，引入律师参与化
解涉法涉诉工作，化解矛盾 2 件。深刻关切被害

人这一最大受害群体，积极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
工作，对确有困难的 5 名当事人给予司法救助，
共发放救助金 14 万元，同比增加 133%。落实“谁
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开展以案释法活动 153 场
次，发放宣传资料 3000 多份，宣传小扇子 1000
把。通过一次次释法说理活动，让法治的种子播
撒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

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上，昌江检察院坚持教
育为主、惩罚为辅，用法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撑起一片蓝天。对涉嫌轻微犯罪并有悔罪表现
的未成年人，给予人文关怀和司法保护,不批捕 9
人，不起诉 5 人，观护帮教 6 人，社会调查 18 人，
促使 1 名涉罪未成年人就学。

去年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检察长和院领
导等 10 名检察官兼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巡讲覆
盖学校 8 所。着力推进高检院“一号检察建议”
落实，协同昌江县教育局召开 4 次校园安全工作
会议，并组织检察官分头深入校园督查。就一起

23 人涉嫌组织卖淫、非法拘禁案反映出的在校学

生管理缺位问题，发出 3 份检察建议，有效督促

行业部门落实监管措施，净化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的社会环境。昌江县委书记黄金城对昌江检察

院落实高检院“一号检察建议”工作作出批示并

给予肯定，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学校对暴露出的问

题要立即整改，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护。

此外，全院干警还投身脱贫攻坚工作，全力

落实帮扶措施，1 个包点村和 71 个帮扶户全部实

现脱贫并持续巩固。

强化法律监督
量刑建议采纳率为87.37%

设立派驻公安机关检察室，把法律监督延伸

到执法办案最前沿；落实最高检检察长张军提出

的“做强民事检察”“做实行政检察”工作要求，加
强组织领导，强化内部协作；积极开展羁押必要

昌江县检察院与海钢集团召开联席会议昌江县检察院与海钢集团召开联席会议

昌江县检察院开展昌江县检察院开展““携手关爱携手关爱 共护共护

明天明天””主题检察开放日活动主题检察开放日活动，，学生代表们学生代表们

参观案管大厅参观案管大厅

昌江县检察院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一起职昌江县检察院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一起职

务犯罪案件务犯罪案件

昌江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昌江县检察院党组书记、、代检察长陈代检察长陈

雄为昌江中学学生们授法治课雄为昌江中学学生们授法治课

昌江县检察院党组成员昌江县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文承豪副检察长文承豪（（右二右二））出庭支持公诉一起交通肇事案件出庭支持公诉一起交通肇事案件

昌江县检察院党组成员昌江县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曾惠副检察长曾惠（（左二左二））出庭支持公诉一起职务犯罪案件出庭支持公诉一起职务犯罪案件

昌江县检察院开展昌江县检察院开展““检察护航检察护航 民企发展民企发展””主题检察开放日活动主题检察开放日活动，，该院党组副书记该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王松副检察长王松

（（右一右一））向代表介绍案件管理中心相关情况向代表介绍案件管理中心相关情况

昌江县检察院开展昌江县检察院开展““携手关爱携手关爱 共护明天共护明天””检检

察开放日活动察开放日活动，，该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张灵该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张灵（（左左））

代表院党组向师生代表致以热烈的欢迎代表院党组向师生代表致以热烈的欢迎

性审查，对没有羁押必要的，果断建议办案部门
变更强制措施……

近年来，昌江检察院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
能，助力昌江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刑事诉讼检
察监督有新亮点、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有新突破、
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有新作为，尽最大能力为昌江
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据统计，2019 年，昌江检察院提前介入各类
刑事案件 5 件，纠正漏捕漏诉 16 人，监督立案 28
件，监督撤案 4 件，同比分别上升 100%、6.6%、
33.3%、100%；书面纠正侦查活动违法 16 件次，发
出检察建议 5 件。加强审判活动监督，提出刑事
抗诉 2 件 11 人。注重量刑建议质量，提出量刑建
议 206 人，法院采纳量刑建议 180 人，采纳率为
87.37%。切实把好诉讼监督关口，坚决纠正司法
不公、定罪不准、量刑不当等问题，使无罪的人不
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应有惩罚。

昌江检察院主动与县人民法院协调，查阅
2016-2019 年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案卷 148 册，
受理民事执行活动监督案件 2 件，终结审查 1 件，
发出检察建议 1 件；受理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
2 件，发出检察建议 2 件；办理行政审判活动行为
监督案件 1 件，发出检察建议 1 件，实现执行活动
监督和审判活动监督案件零的突破。通过把好
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关口，使检察监督与裁判执行
同向发力，更好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 37 件，发出变更强
制措施建议书 19 件，同比上升 58.3%。持续加大
超期羁押检察监督力度，确保无超期羁押；持续
加大安全防范检察监督，开展 4 次安全大检查，提
出 2 次检察建议，移送犯罪线索 1 件；持续加大暂
予监外执行和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力度，提出 1 次
检察建议，促使 1 名脱管人员和 1 名重新犯罪人
员及时收监；持续加大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保障
力度，通过入所审查、日常巡察等方式，确保犯罪
嫌疑人健康权、律师会见权、未成年人保护权等
得到有效保障。通过把好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关
口，让犯罪嫌疑人感受到司法温度，更好接受监
管和配合司法诉讼活动，节约司法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