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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帖诋毁黄继光网帖诋毁黄继光
中江县检察院启动诉前程序

6月20日，再一次查看不实言论侵害
黄继光名誉的网帖后，彭巍制定好工作
安排，过两天再到继光镇去一趟，“之前
黄继光故居有些设施和陈列品存在老化
的情况，我们想去看看检察建议发出后
改善了没有。”彭巍说。

今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
烈士保护法》颁布施行后，中江县检察院
排查发现，多个网站上出现质疑黄继光
事迹真假的帖文。有的网页阅读量近
万，有的文章被数百名网友转载，影响恶
劣。不仅如此，黄继光故居也在一定程
度上存在设施和陈列品老化的情况，英
烈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有人从事有损英
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活动。

发现这一情况后，中江县检察院对
诋毁、亵渎黄继光的行为人，对相关的职
能机关进行公益诉讼立案审查。并启动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分别向中江县

公安局、县文体广电出版局、县民政局、
继光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公安局
会同相关部门删除歪曲、丑化、亵渎、否
定黄继光的网帖，以及利用英雄名义推
送广告牟利等不法信息。同时，要求民
政局、文体广电出版局配合相关部门对
黄继光故居纪念设施、陈列品老化、清洁
等问题开展联合检查，对在纪念设施保
护范围内有损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活
动行为予以查处。

据了解，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部门
均表示将积极采取措施，保护英烈名
誉。截至6月15日，诋毁黄继光的10余篇
网帖已删除6篇，其余的也正在积极联系
相关网络平台，争取早日删除，以降低不
实言论对英烈名誉的影响。中江县检察
院检察长黄蕾说：“因黄继光已无近亲属
在世，根据‘英烈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中
江县检察院将在确定侵权网友身份后，
依法提请德阳市检察院对侵权行为人提
起民事公益诉讼；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英烈墓碑被损毁英烈墓碑被损毁
古蔺检察机关督促修缮

5月初，就在全省各地检察机关摸排
相关线索时，古蔺县检察院分别对古蔺
镇的“烈士陵园”“辛亥革命烈士墓”等地
进行了现场勘查。

在“辛亥革命烈士墓”，古蔺县检察
院民事行政科的检察官发现烈士墓碑存
在损坏情况，需要修复保护。对此，古蔺县
委高度重视，要求检察机关认真履职，做好
英烈保护工作。5月10日，古蔺县检察院对

“古蔺县辛亥革命烈士墓”受损一事予以行
政公益诉讼立案，随后开展调查。

调查发现，古蔺辛亥革命烈士墓为泸
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不仅包含烈士
墓，还有23块刻有烈士名字的大理石墓碑
被安置在烈士墓四周。此次发现被损坏
的，就是这些刻有烈士名字的大理石碑。

“体检”做好了，下一步便是维修和
保护。5月14日，古蔺县检察院依法向县
民政局和县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发出检
察建议，建议两单位对“辛亥革命烈士
墓”组织维修和保护。在检察院与民政
局、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商讨后，很快出
台了修复方案。先将“辛亥革命烈士墓”
原有破损的大理石碑更换为新的大理石
碑，再将原设计不科学的空心基座改为
实心基座，并由民政局统筹安排，派遣专
人对陵园进行看护和日常管理。

6月19日，古蔺县检察院民事行政科
简波再次来到烈士陵园，查看辛亥革命烈
士墓碑的修复情况。“我们回访发现，两个
部门已经整改完成，他们还会提供一份详
尽的整改报告，经我们认可后，就可以结
案。”简波说。下一步，古蔺县委县政府要
求各职能部门继续做好英烈保护工作。

发出发出1414件诉前检察建议件诉前检察建议
督促行政机关保护英烈

6月20日，记者从四川省人民检察院
了解到，“英烈保护法”从5月1日实施后，
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厅下发通知，
要求全国检察机关民行检察部门贯彻保
护法，捍卫英雄烈士荣誉与尊严。随即，
巴中、雅安、宜宾、南充、德阳等地检察机
关启动线索摸排。通过走访民政部门和
部分英烈纪念场所，查看纪念设施等，调
查了解当地英烈保护领域工作基本情况
和行政机关保护职责的落实情况。同
时，通过调查、搜集损害英雄名誉的言
行、事件等，四川省各地检察机关共汇总
收集到30余条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经过筛查线索，四川省检察机关对
其中15起案件立案调查。截至目前，全
省检察机关已发出诉前检察建议14件。
南充、德阳检察机关对网络不当言论诋
毁张思德、黄继光等名誉的行为，依法督
促相关行政机关履行监管职责；内江、泸
州、巴中、宜宾检察机关对相关行政机关
怠于履行对烈士墓、烈士陵园、红军文物
遗迹等监管责任的情形提出诉前检察建
议，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履行修缮、维护、
管理职责，方便人民群众瞻仰、悼念。

“诉前检察建议是行政公益诉讼的
第一步，若行政机关仍不积极履行‘英烈
保护法’等规定的职责，将作为被告站在
法庭上。”省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处长
刘勃介绍说，行政公益诉讼的最终目的
并非将行政机关告上法庭，但诉讼让检
察建议有了制度刚性，能更好地发挥督
促行政机关履行保护英烈职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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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烈保护法”
明确这些行为做不得
在公共场所、互联网或者利用广播

电视、电影、出版物等，以侮辱、诽谤或者
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
誉、荣誉。

将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用于或者
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损害英雄烈士
的名誉、荣誉。

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
事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活
动。

侵占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
的土地和设施。

破坏、污损英雄烈士纪念设施。
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

亵渎英烈将追责
四川检方启动15件公益诉讼

6月15日，德阳中江县检察院民事行
政科副科长彭巍盯着电脑屏幕，翻看网上
诋毁黄继光的言论有没有删除；19日，泸州
古蔺，古蔺检察院民事行政科检察官简波
再次来到烈士陵园，查看辛亥革命烈士墓
碑的修复情况……2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从四川省检察院了解到，德阳、泸
州、南充等地检察机关均依法督促相关行
政机关履行监管职责。

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
护法》正式颁布施行。保护法中明确，英雄
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受法律保护，
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的事
迹和精神，禁止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
行为，否则将依法惩处直至追究刑责。同
时规定，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
不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可依法提起诉讼
保护英烈名誉。

“英烈保护法”施行次日，四川各地检
察机关随即展开线索摸排工作。一个多月
时间内，各地检察机关共收集到30余条公
益诉讼案件线索，经过筛查，对其中15起案
件立案调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柳锋
见习记者 韩雨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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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烈士保护法》
颁布施行一个多月

古蔺县检察院检察官到古蔺镇辛亥革命烈士墓监督烈士墓碑修复工作。

获颁企业领奖

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高峰论坛在北京隆重召开——

泸州老窖获颁2017年度
“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淼在论坛上作题为《勇担时代重任，酿造醉美生活》的主题演
讲，与轻工企业分享经验与思考。

6月20日，由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主办的“让人民生活更美
好”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高峰论
坛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国家发
改委、工信部、商务部、国家统计
局等国家部委领导，轻工领域各
行业协会的领导专家及百强企
业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发布
了 2017 年度“中国轻工业百强
企业”榜单、国家工信部《升级和
创新消费品指南(轻工第四批)》
入选企业与产品名单。泸州老
窖 获 颁“ 中 国 轻 工 业 百 强 企
业”、“中国轻工业食品行业五
十强企业”两项重量级奖项，并
入选“市场能力百强企业”、“价
值能力百强企业”。

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高峰
论坛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的重
要年度活动，具有极高权威性和
广泛影响力。而在论坛上颁布
的年度“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
榜单则被看作是评价轻工业企
业竞争力，衡量中国轻工业企业
发展活力的重要标准。今年的
论坛围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展开。此次泸州
老窖作为国内四家百强企业的
代表受邀发言，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淼发表了《勇担时代重
任，酿造醉美生活》主题演讲，这
是对泸州老窖多年来坚守产品
质量，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社会
责任的一种褒奖与肯定。

中国白酒是我国历史最悠
久、底蕴最深厚的传统民族产业
之一。数千年的酿酒历史，孕育
出了灿烂悠久的文化、为我们创
造了幸福美好的生活。当前，在
中国传统文化不断自信、走向复
兴的历史时期，中国白酒除了要
以高质量的产品推动“中国制造”
走向世界，还应担当起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的使命。泸州老窖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淼
在发言中指出，“一定要让博大
精深的传统文化支撑起更多的民
族品牌，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为
振兴民族产业与造福人民生活贡
献更多的力量。“

泸州老窖是一家有着悠久历
史和文化的百年企业，其传承23
代690余年的传统酿制技艺，被
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连
续使用至今445年的1573国宝
窖池群，被列为首批全国重点保
护文物，是唯一与都江堰并存于
世的“活文物”。在传承守护与创
新探索方面，泸州老窖做到了兼
顾与平衡。他们在技术创新、管

理创新等方面做出了很多有益的
尝试，将技术等方面取得的突破
成果转化应用于产业升级；在做
大做强传统白酒基础上，又创新
推出现调鸡尾酒、预调酒、橡木桶
白酒等多款迥异于传统白酒的创
新型产品。

天地同酿，人间共生。泸州
老窖用文化铸就了品牌丰碑，用
创新推动了产业升级，还力主用
奉献营造和谐共生的“醉美生
活”。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泸
州老窖不忘为中国白酒的发展添
砖加瓦，毫无保留地将其经验在
行业中分享；在不断发展、创造财
富的同时，泸州老窖通过产业布
局、扶贫济困、捐资助学等举措，
满怀感恩地履行着社会责任，回
馈社会大众。

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
今天，泸州老窖用责任意识、担当
意识、奉献意识与轻工企业共勉，
呼吁全体中国民族企业携起手
来，为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向好发
展，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酿造醉美生活。

用卓越品质撑起“中国制造”的未来

以创新、文化、奉献酿造“醉美生活”

轻工业作为重要的消费品民生工业，承载着广大
消费者对高端精品和优质生活的向往与期盼。

“中国制造”要走向未来、实现振兴，就必须坚守
匠心、坚守质量，用卓越的品质去支撑起一个“制造强
国”的雄心与梦想。

作为中国传统民族产业代表，泸州老窖在生产
管理、质量管控等方面规范而严谨，始终坚持“以德
酿酒、诚信众生”，致力于“让中国白酒的质量看得
见”。泸州老窖建立了数百项高于国家要求的企业
标准，达到了完全与世界接轨的水准，成功进入世界
上食品安全标准最高的北欧市场。近年来，泸州老
窖又运用大数据、二维码等先进的质量技术实现了
生产的透明化、有机化，其高端产品——有着“浓香
国酒”美誉的国窖1573，更是以健康指标和非凡口
感成为了中国白酒的标杆。如今，泸州老窖已成为
海外能见度、美誉度最高的中国白酒品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