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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

一年审查法医技术证据 50余起
本报讯（记者李立峰 通讯员蒲昌迅） 自 2016 年初出台《法医

技术性证据审查办法（试行）》以来，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已对 50
余起符合法医技术性证据审查条件的案件进行了审查， 对 3 起鉴定
予以纠错。据悉，该《办法》将法医临床检验鉴定意见与鉴定标准的适
用条款不相符等 8种情形纳入法医技术性证据审查范围， 并对法医
技术性证据审查的内容和流程进行了细致规定， 为司法部门依法全
面审查证据、防范冤假错案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内乡县检察院】

普法视频引来网友围观
本报讯（通讯员赵跃 汪宇堂） 近日，由河南省内乡县检察院策

划、制作的普法视频《高速公路出口，一起不该发生的悲剧》引发当地
群众热议，网络转发量达 60余万次。这部视频是该院公共关系中心发
布的第一部原创视频作品。据该院负责人介绍，2016年以来，该院积极
探索构建良性检民互动环境，将原案件信息发布、媒体宣传、两微一
端、舆情应对等职能进行整合，于当年 9月正式成立了公共关系中心。

【邯郸市检察院】

微电影作品电影节获奖
本报讯（通讯员郭建禾 牟春雨） 近日，第六届北京国际微电

影节颁奖典礼圆满闭幕，由河北省邯郸市检察院、大名县检察院联合
拍摄的、以反映人民监督员工作为主题的微电影《庄严的表决》荣获
“优秀作品奖”。据悉，此次电影节共有 1500 部参赛作品，评选出“优
秀作品奖”9 部。《庄严的表决》讲述了人民监督员丹新志监督一起国
有事业单位私分国有资产案时， 发现该单位某主管领导并未参与决
策和私分财产，于是他毅然向检察机关提出意见，纠正该案的不当决
定，及时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

【宁德市检察院】

联合“法治进校园”巡讲团普法
本报讯（通讯员冯梅英） 近日，“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团成员及

福建省宁德市检察院干警一同来到宁德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开展普法
巡讲，该校 400余名师生参加了巡讲活动。巡讲中，巡讲团成员们首先
播放了普法主题动画片《小小动画片中的法律大道理》，通过真实案例
帮助学生了解日常生活中容易发生的盗窃、故意伤害、抢劫等犯罪，并
深入分析了这些犯罪的社会危害和法律后果。随后，巡讲团成员们还
采用现场模拟等形式，教育孩子们要加强自我保护，远离危险。

【宁波市奉化区检察院】

集中清理判处实刑罪犯未执行刑罚
本报讯（记者屠春技） 2016 年以来，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检察

院扎实开展集中清理判处实刑罪犯未执行刑罚专项活动。 该院从业
务平台中调取了 2002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该区审前未羁押判
处实刑罪犯未执行刑罚的案件信息， 与看守所管理信息平台逐一比
对，进行梳理，共摸排出判处实刑未执行刑罚罪犯 25 名。为保障集中
清理效果，该院通过检察建议、建档销号制度等方式，联合法院、公
安、司法等部门协作配合，及时对清理出的判处实刑未执行刑罚罪犯
予以收监执行。

近日，湖北省红安县检察院干警来到红安县长江村镇银行，为该
银行工作人员上了一堂“自觉廉洁从业，远离职务犯罪”的警示教育
课，引导该行工作人员树立廉洁意识，自觉抵制贪污腐败。

本报通讯员蒋长顺 魏晓摄

近日，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检察院干警来到该市
移动公司，为该公司 40 余名营业部经理、纪检员进行廉洁教育，为他
们系统梳理了国有企业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中的重点领域和环节。

本报通讯员王谦摄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检察院近日召开法警大队工作座谈会，总
结 2016 年工作，传达贯彻省院司法警察“规范履职行为、保障办案安
全”现场工作会议精神，并就当前司法办案、监视居住等领域和环节
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图为座谈会现场。 本报通讯员谭才兴摄

真正落实
平等保护原则
云南文山：精准施策
护航非公经济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余勇 黄汉
祥） 近日，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
族自治州检察院在办理该省统
计局原局长姚堂文涉嫌受贿案
中，对涉嫌行贿的非公企业采取
“严格把关、 区别对待、 注重效
果”的原则妥善处理 ，稳定了文
山经济的发展，得到州委肯定。

“非公有制经济要得到健康
发展， 离不开良好的法治环境。
更好地适应和服务经济发展新
常态，始终是检察机关强化大局
意识 、 优化发展环境的一条主
线。”文山州检察院党组书记、代
理检察长姚燕平说。

2016 年，文山州检察机关坚
持“调查研究深入一点 ，办案重
点精准一点 ， 服务举措务实一
点”，依法惩治和预防经济犯罪，
坚决克服就案办案、 机械办案，
真正落实平等保护原则，有力保
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调查研
究、摸清底数的基础上 ，文山州
检察院制定出台了《文山州检察
机关关于依法保障和促进非公
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实施意
见》，配套制定细化了工作方案。
文山州检察机关围绕非公有制
经济领域的行业发展 、 监管措
施、法律政策 、部门间协作等议
题，定期与工信委 （局 ）、食药监
局、工商联、烟草专卖局（公司）、
海关缉私分局等部门沟通研究，
促进相关领域制度机制的不断
完善，积极推进知识产权领域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建
设。2016 年前 10 个月，立案查处
涉企职务犯罪案件 18 件 19 人，
营造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办案中，文山检察机关推行
“绿色司法”，正确区分罪与非罪
界限，改进办案方式方法 ，慎重
使用强制措施，慎重查封扣押冻
结涉案财物，在职务犯罪侦查中
依法不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 58
人，变更羁押性强制措施 14 人，
坚决杜绝“查办一个案件， 搞垮
一个企业”的现象发生。

坚决不让被欠工资“打水漂”
江苏高邮：依法帮助 11 名下岗职工讨回全部欠薪

本报讯（通讯员陈宏明 王力）
“多亏检察官帮我们拿回了血汗
钱！” 近日，3 名工人代表来到江苏
省高邮市检察院服务中心， 向该院
干警赵月霞表示感谢。

2016 年 3 月初的一天，11 名情
绪激动的工人来到该院集体上访 ，
要求检察机关督促他们的原工作企
业发放拖欠工资。

原来，由于企业经营不善，2015
年 8 月， 这 11 名工人被迫下岗，企

业承诺在 2015 年底支付他们先前
被拖欠的 17 万余元工资，但一直到
2016 年 3 月他们也没有拿到钱 ，这
使得他们一下失去了经济来源 ，生
活变得十分困难。在安抚好群众后，
该院受理了此案， 并指派民行部门
干警赵月霞负责办理。

“在多次与欠薪企业沟通无果
后，我们建议 11 名职工依法起诉欠
薪企业 ， 并多次帮助他们补充证
据。” 赵月霞说。2016 年 3 月 23 日，

法院公开审理此案， 该院指派赵月
霞出庭支持起诉。庭审中，赵月霞充
分表达了检察机关坚决为劳动者维
权的主张， 也教育了欠薪企业的相
关负责人。最终，法院判决该企业支
付所欠工资本息共计 17.4 万余元。

但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2016
年 6 月， 赵月霞再次接到工人们的
求助电话。原来，官司虽然赢了 ，但
由于企业欠薪停产造成大量负债 ，
该企业的相关财产被冻结， 随时可

能破产， 他们的工资也一直没有拿
到手。“难道眼看企业破产， 让工人
们的工资‘打水漂’吗？”不甘心的赵
月霞又到实地走访， 发现该企业将
闲置的厂房租赁给了本市另一家单
位，获利20 余万元。

赵月霞认为， 这笔租金可作为
执行财产偿还工人工资。为此，赵月
霞多次与企业负责人沟通。最终，11
名工人终于拿到了被拖欠 1 年之久
的工资。

庄严宣誓
1 月 3 日，广西壮族自治

区检察机关首批 2604 名员额
制检察官统一举行宪法宣誓
仪式。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崔
智友现场监誓。自治区检察院
要求首批员额制检察官做到

永远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
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忠于
检察事业。

本报记者邓铁军 通讯
员黄毅国摄

近日，四川省仁寿县检察
院举行首批入额检察官宪法
宣誓仪式 ，29 名检察官面向
国旗，高举右手，庄严宣誓，该
县人大、政协主要领导到场监
誓。

本报记者刘德华 通讯
员付川洲摄

偷车少年如今是优秀学生干部
河南新密：“帮学矫察”一体化教育矫治工作出实效

本报讯 （记者吕峰 通讯员
张胜利 张忠义） “在你们的关
护帮教下，我校 2016级本科生小
张（化名）在校表现良好，并成长
为一名优秀的学生会干部 。”近
日， 河南省新密市检察院对在河
南某大学就读的附条件不起诉嫌
疑人小张进行回访， 大学相关负
责人反馈了这样的信息。 小张的
成功转变， 得益于该院近年来对
涉罪未成年人采取非监禁措施
后，开展的“帮、学、矫、察”一体化

教育矫治工作。
2014 年 3 月 22 日，时年 16

岁的小张将一辆价值 2000 余元
的摩托车盗走。案件移送新密市
检察院后 ， 该院干警付晓波发
现， 小张平时没有不良嗜好，因
想要一辆摩托车未果才冲动盗
窃，且认罪态度较好又有悔罪表
现。据此，该院于当年 6 月 26 日
对其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并
确定了六个月的考验期。考验期
内，该院干警多次回访 ，对小张

进行帮教 。此后的两年里 ，干警
们也多次前往小张家回访。2016
年 6 月，小张顺利考上了大学。

新密市检察院于 2013 年初
成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在办
案的同时积极探索建立未成年

人权益保护新途径，先后出台了
未成年人刑事年龄审查、亲情会
见、大学生“关爱使者”结对帮教
等制度，并联合辖区学校 、企业
成立了青少年教育关爱基地 。
2014 年 4 月，该院联合新密市职

教中心成立了河南省首个“未成
年人关护帮教基地”， 对采取非
监禁措施、主观恶性小 、悔罪态
度好的涉罪未成年人，开展“帮、
学、 矫、 察” 一体化教育矫治。
“帮” 是由关护教师一对一负责
帮教关护对象；“学”是开设专业
课程教授社会工作技能；“矫”是
对关护对象进行心理矫正；“察”
是由关护帮教工作小组制作考
察意见，为相关决定提供依据。

截至目前， 该院共受理审查

逮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82件 123
人，审查起诉 113件 168 人。对34
名涉罪未成年人作出不批准逮捕
决定， 对 8名涉罪未成年人作出
不起诉决定。12 名进入关护基地
的未成年人中，2人已顺利考上大
学，6人被相关单位录取就业。

从快从严查办贫困群众身边案件
保障国家脱贫攻坚战略顺利实施
———2016 年检察机关查办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件

编者按 2016 年以来，全国
检察机关围绕扶贫开发的重点
领域、重点环节、重点地区，加大
办案力度，依法严肃查处发生在
贫困群众身边的职务犯罪案件，
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保障了脱贫攻坚战略的顺利
实施。现将检察机关从快从严依
法查办的 8 件扶贫开发领域职
务犯罪典型案件予以刊发，为各
地检察机关严厉打击此类案件
提供参考，并对相关犯罪行为予
以警示。

案例一
黑龙江省汤原县汤旺朝鲜

乡政府原乡建助理陈利宇贪污
案。 2011 年 6 月， 陈利宇在任
乡建助理期间 ， 利用给村民申
请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职务便
利 ， 弄虚作假 ， 套取危房改造
补助资金共计 8.8 万元占为己
有。 2016 年 10 月， 法院以贪污
罪判处陈利宇拘役三个月，并处
罚金 10 万元。

案例二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仇桥

镇汴塘村党支部原书记、杜庄片
原会计顾兵贪污案 。2009 年至
2015 年 2 月，顾兵利用担任杜庄
片会计的职务便利，在协助仇桥
镇政府经办农村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待遇过程中，私自截留他人
低保金共计 1.8197 万元占为己
有。2016 年 7 月， 法院以贪污罪
判处顾兵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
10 万元。

案例三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岐岭

乡村镇规划管理站原工作人员
郑德应玩忽职守案。2012 年底 ，
郑德应在负责审核岐岭乡新村
危房改造补助申报材料工作中，
严重不负责任，未按相关规定开
展入户调查，致使国家危房改造
补助资金 39.2 万元被他人冒领，
至今无法追回。2016 年 9 月 ，法
院以玩忽职守罪判处郑德应有
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案例四
广东省和平县彭寨镇土厘

村村委会原主任刘作晒贪污案。
2011 年至 2012 年， 刘作晒利用
担任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便利，弄
虚作假，套取当地政府用于农田
复耕排涝工程的扶贫救济资金

49 万元占为己有。案发后，其隐
瞒犯罪事实、 伪造相关凭证、教
唆他人作伪证，妄图逃避法律追
究。2016 年 7 月， 法院以贪污罪
判处刘作晒有期徒刑四年零六
个月，并处罚金 21 万元。

案例五
海南省澄迈县扶贫办原主

任陈儒成受贿案。2011 年 9 月至
2015 年 12 月， 陈儒成利用担任
扶贫办主任的职务便利，在扶贫
物资采购和扶贫基础建设过程
中，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贿赂款共
计 101 万元， 为他人谋取利益。
2016 年 9 月，法院以受贿罪判处
陈儒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
35 万元。

案例六
四川省合江县先滩镇龙口

村村委会原副主任张云毕、原村
文书李星科共同贪污案。2011 年
至 2012 年，张云毕、李星科经共
同商议 ， 各自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在办理农村危房改造补助申
请工作中， 伙同他人弄虚作假，
骗取国家危房改造扶贫款共计

9.2 万元占为己有。 法院以贪污
罪判处张云毕有期徒刑八个月，
并处罚金 10 万元； 判处李星科
有期徒刑八个月， 缓刑一年，并
处罚金 10 万元。

案例七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田家寨

镇坪台村村委会原主任贾生文贪
污 、 受贿案 。 2011 年 3 月至
2014 年 9 月 ， 贾生文利用担任
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之便， 侵占村
民危房救助补助金、 低保金、 雪
灾救助金共计 3.7701 万元 ； 利
用给村民办理奖励性住房补贴职
务便利， 收受多名村民贿赂款共

计 2.39 万元。 2016 年 8 月， 法
院以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
月， 并处罚金 10 万元； 以受贿
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八个月， 并
处罚金 10 万元； 数罪并罚， 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八个月， 并处罚
金 20万元。

案例八
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红

崖子乡党委原委员、人武部原部
长、红翔新村党支部原书记王明
海贪污案。2014 年 10 月左右，王
明海利用担任党支部书记的职
务便利，在协助政府分发扶贫羊
只过程中 ，伪造发放名册 ，私自
截留扶贫羊 139 只，后将上述羊
只变卖 7.784 万元留作私用 。
2015 年，王明海利用乡党委委员
的职务便利， 挪用公款 12 万元
为己所用。2016 年 9 月， 法院以
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
判处王明海有期徒刑一年，并处
罚金 10 万元。

（文稿统筹：本报记者戴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