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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聘任第三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本报讯（记者韦磊 通讯员梁诚） 近日，广东省检察院举

行该院第三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聘任仪式，聘任28位专家学
者担任委员会委员。该省检察院检察长林贻影等参加会议。林
贻影要求，全省各级检察机关要充分利用好专家咨询委员会这
个平台，全力支持专家咨询委员履行职责。他希望各位专家咨
询委员积极建言谋策，切实发挥好参谋作用。

辽宁召开监狱巡回检察试点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记者赵铁龙 刘键 通讯员林沂） 9月11日，

辽宁省检察院召开监狱巡回检察试点工作推进会。会议要求，
全省检察机关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健全完善巡回检察、检察官
权力清单、检察官联席会议等制度，要抓住重点，提前制定工作
方案，还要善于积累总结。同时，要向监狱定期通报情况，跟踪
问效，并向当地政法委专题报告，争取党委的领导和支持。

海南举办专题活动庆祝建院30周年
本报讯（记者李轩甫 通讯员朱璇） 9月 6日是海南省

检察院挂牌成立 30周年的纪念日，该院党支部书记和党员
代表就“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实践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立誓言、晒清单、表决心，以这种
方式庆祝该院 30岁生日。当天下午，该院还举行了“勇当先
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动员大会。

本报讯（记者沈静芳） “初
次相遇，发现内蒙古山青草绿，
这离不开检察机关对生态环境
的司法保护。司法监督，是生态
保护的金钥匙！”9 月 11 日上午，
全国人大代表、农工党天津市委
会副主委、市中医药研究院副院
长张智龙在参观蒙草生态工程
建设，倾听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
尔县检察院服务生态工作情况
后感叹道。

应最高人民检察院邀请，天

津团、贵州团部分全国人大代表
于 9 月 10 日至 9 月 14 日走进内
蒙古，对内蒙古检察工作进行为
期 5 天的走访视察。内蒙古自治
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
任刘奇凡于 9 月 11 日一早看望
了代表们。

在 9月 10日下午的视察汇报
会上，陪同代表视察的最高检公
诉二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是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第一
年，也是最高检、各省级检察院换

届的第一年，检察机关如何服务
大局，履行好检察职能，实现“讲
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的
检察工作总要求，离不开代表们
的关心支持。请代表不远千里来
到内蒙古，就是为检察工作把脉，
提意见，提建议，提批评。

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党组副
书记、副检察长简小文介绍了内
蒙古检察机关聚焦司法体制改
革，深入推进改革“精装修”；聚焦
主责主业，不断做强法律监督；聚

焦司法保护，切实做好未成年人
检察工作；聚焦生态保护，深入推
进公益诉讼工作等方面的具体举
措以及取得的成效，并真诚地希
望代表们对内蒙古检察工作提出
批评、意见和建议。

9 月 11 日下午，代表们刚下
飞机就直奔阿尔山松贝尔口岸
国际综合物流园区，考察阿尔山
市检察院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情况。代表们对检察机关创新
工作思路、服务当地经济发展兴

趣浓厚，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在
随后的几天里，代表们先后对兴
安盟生态恢复情况、服务“一带
一路”建设情况、未成年人检察
工作情况以及呼伦贝尔市的智
慧检务等情况进行考察调研。

参加此次视察的 19 名全国
人大代表是：才华、王艳、孔晓艳、
冯忠华、巩建丽、李刚、杨宝玲、张
智龙、郭红静、韦波、左文学、华
茜、杨昌芹、何琳、余维祥、罗应
和、郑传玖、袁昌选、殷红梅。

最高检邀请19名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内蒙古检察工作

本报北京9月 13日电（全媒
体记者姜洪） 9 月 13 日，最高
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
军主持党组会传达学习全国教
育大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张军强调，要
深入学习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充分发挥
法律监督职能作用，为加快推进
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提供
有力司法保障。

会议认为，教育是国之大计、
党之大计、民族之大计、未来之大
计，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教育工
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就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一系
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为做好新
时代的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这次全国教育大
会是举旗定向的大会，检察机关
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结合
检察工作实际抓好落实。

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检察
职能作用，为教育工作发展提供
优质法治环境。在处理涉及学

校、教师、学生的相关案件时，不
能就案办案，要有价值判断，注
重维护校园安全稳定和正常教
学秩序，保障学校权益和教师尊
严，保护学生健康安全成长。要
落实好“谁执法谁普法”要求，做
好各级检察院领导干部担任中
小学法治副校长工作，促进培养
学生的法治意识，推动将法治教
育纳入学校教育体系。

会议指出，落实大会精神，关
键在抓实。要把党的教育方针贯
穿检察教育培训工作始终，加强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打造过
硬检察队伍。要切实发挥教育培

训在落实司法体制改革任务中的
重要作用，引导广大检察人员坚
定改革信心和决心。要落实好

“检察官教检察官”等制度，确保
检察教育培训的实效。要了解、
研究新时期检察官应具备哪些能
力、发挥哪些作用、有哪些新需
求，努力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教育
培训产品。要利用好“外脑”，吸
纳更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
学者、法官、律师等参与检察工作
和检察教育培训，努力为新时代
检察工作创新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会议要求，要创新教育培训
方式，重视多种方式、不同途径

的学习培训，形成新时代检察教
育培训体系。要会同有关部门，
积极探索法官、检察官、律师一
体化教育培训，为打造法律职业
共同体、树立共同法治理念搭建
新平台。要以正确的招人用人
导向引领落实好党的教育理念，
在招录、晋升工作中，不唯校、不
唯名，只唯德、只唯才。要加强
法律实习生锻炼培养工作，注重
传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新时代
检察精神，影响更多学生把学业
和现实结合起来，为全面依法治
国储备更多优秀人才。

最高检党组成员参加会议。

最高检党组会传达学习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张军强调

充分发挥法治保障作用 助力教育国之大计

9 月 11 日，河南省检察院郑州铁路运输分院干警联合郑州铁路疾病预防
控制所工作人员和高铁服务人员，在郑州东站开展“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
全”宣传活动。图为该院干警与疾控人员检查铁路网络订餐。

本报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邵玉红摄

本报讯（通讯员 邹 新
蒲阳） 盗窃案嫌疑人拒不
认罪，公安机关凭借监控录
像将其提请逮捕，但单凭录
像 无 法 百 分 百 确 定 嫌 疑

人。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检察院依法提出补充侦查建议，使证据链
条逐渐完整。近日，经该院提起公诉，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沈某
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 4000 元。

连续两天凌晨，泰州市高港区四家沿街店铺失窃。调取到的监控
录像显示，嫌疑人是一个压低鸭舌帽、戴着口罩的男子。据此，公安机关
抓获了嫌疑人沈某，但他一口咬定：“不是我偷的，监控里的人不是我。”
今年4月13日，这起“零口供”盗窃案移送至高港区检察院审查逮捕。

虽然调到了监控录像，可作案人戴着鸭舌帽和口罩，怎么才能确
定就是沈某呢？为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办案检察官建议公安机关补
充调取了嫌疑人从高港区的住宿旅馆内部到作案地点沿路所有的监
控。这样一来，调取到的录像形成了清晰的“路线图”，证明嫌疑人从
所住的旅馆出来后到作案地点的唯一可能，时间上也是连贯的。结合
地图和监控录像的时间，检察官还制作了“盗窃路线图”，用红线和蓝
线标出了沈某两次盗窃的路线。

然而，沈某还是为自己的行为百般辩解。“我是来修煤气灶的。”在讯
问时，沈某对其行李中搜查出的老虎钳、螺丝刀、铁丝等工具这样解释。

“修煤气灶一般需要哪些工具？”“煤气灶一般都有哪些故障？”
“修煤气灶为什么要戴口罩？”“你为什么没有修煤气灶用的配件？”检
察官找修煤气灶的专业人士了解了维修煤气灶的知识，并再次进行
了讯问。这次，沈某支支吾吾，再也找不到借口。

“我店里一共丢失了 3561 元，其中有两张假币。”在被害人的陈
述中，提到了失窃财物的特征，这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检察官建议
侦查机关把沈某被扣押的现金拿到银行进行鉴定。果然，有两张是
假币，这进一步强化了证据体系。

至此，谜团被解开。4 月 20 日，该院对沈某批准逮捕。案件近日
宣判后，沈某表示认罪服法。

压低帽子戴口罩，就认不出来？
泰州高港：补充侦查解开“零口供”盗窃案谜团

□本报全媒体记者 闫晶晶

“十年来，我一直在申诉，总
觉得儿子是冤枉的……”面对检
察官，老柴说出了自己的心结。
近日，山西省检察院、太原铁路
运输检察分院为老人的儿子柴
某故意杀人案，举办了刑事申诉
案公开审查会。

刚知道检察机关决定公开审
查时，老柴先是感到意外，随即
高兴地说：“没想到检察机关会
采取这样的方式，参加公开审
查，我求之不得。”这个为儿子

申诉近十年的老人听到依然维持
原审裁判的评议意见后，没有情
绪激动，而是缓步走到会场中央
深深鞠了一躬，向在场所有人表
达谢意。

向最高法申诉被驳回

2006 年 12 月 24 日，柴某被
朋友带到运城市中心医院，介入
到一场报复性打斗中，其间持刀
参与对被害人的砍杀捅刺，致 2
人当场死亡、1 人重伤。随后，柴
某等人迅速逃离现场，案发后又

驾车逃往陕西西安。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后，运

城市中级法院一审认为，虽然作
案时没有人看见柴某用小刀捅
人，但有两名被告人均供述案发
当天见过柴某拿一把小刀，三名
被告人证实案发时看见柴某动
手打人，还有两名被告人证实柴
某曾说过自己打斗中用小刀捅
人，因为用力太猛把手弄了一个
血泡。案发后柴某手上也确实
有血泡，公安机关尸检报告证明
被害人身上有相应伤口。这些
证据能形成证据链，证实柴某虽

未参与组织策划，但实施了故意
杀人的犯罪行为。运城市中级
法院认定柴某犯故意杀人罪，判
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山西省高级法院终审维持
了一审判决。除柴某外，其他被
告人均认罪服法。

老柴表示，案发前柴某并
不知道双方要打架，且与对方
无冤无仇、互不认识，主观上
没有杀人的故意，客观上没有
杀人的行为，被害人的死与柴
某没有任何关系；证明柴某参
与作案的各被告人供述相互矛

盾 ； 柴 某 始 终 否 认 参 与 作 案 ；
公安机关未能提取到柴某的作
案 工 具 （小 刀） 和 所 穿 衣 服 ；
侦 查 中 存 在 指 供 逼 供 的 情 况 ；
法医鉴定意见前后矛盾、有造
假嫌疑……

老柴认为原审判决采信的
证据存在诸多问题，认定柴某
构 成 故 意 杀 人 罪 的 证 据 不 足 、
事实不清，因而不服运城市中
级法院和山西省高级法院对柴某
的判决，先后向山西省高级法院
和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均被
驳回。 （下转第二版）

申诉人向在场所有人深鞠一躬
——山西检察机关公开审查解开申诉十年老人心结

本报北京 9月 13日电（全媒体记者闫晶晶） 记者今天从司法
部了解到，近日，司法部印发《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违纪行为
处理办法》（下称《办法》），详细规定了对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的应试人员及考试工作人员违纪行为的处理措施。其中，对 6 类严
重作弊者终身禁考。

《办法》重点对考试过程中的违纪作弊行为进行规定，并根据行为
性质和情节轻重分别规定取消本场考试成绩，取消所有场次考试成绩并
两年禁考，取消所有场次考试成绩并终身禁考三种处理，做到违纪行为
轻重与处理结果相适应。其中，对以下 6类严重作弊行为明确规定终身
禁考、使用伪造、变造或者盗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准考证
以及其他证明材料参加考试的；非法侵入计算机考试系统或者非法获
取、删除、修改、增加考试信息系统数据，破坏计算机考试系统正常
运行的；实施组织作弊，或者为他人组织作弊提供作弊器材、程序或
者其他帮助行为的；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获取考试试题、答案
或者向他人非法出售、提供考试试题、答案的；实施代替他人考试或者让
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有其他特别严重作弊行为的。

《办法》规定了考试工作人员在考试工作各环节的违纪行为处
理，并根据行为性质和情节轻重规定了不同的处理措施。同时，考试
工作人员涉嫌构成犯罪的，如涉嫌职务犯罪的要移交监察机关处理，
涉嫌其他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办法》还在保障被处理人合法权益方面作出具体规定。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违纪行为处理办法》印发

6类严重作弊者终身禁考

探究“领跑者”背后的秘密
——走进重庆市长寿区检察院

（详见二版）



1994-1995 年度四川省检察系统优秀检察官、一等功获得
者，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时任长寿县检察院检
察员黄隆芳（右二）办案照。

本报讯（记者郭清君 通讯
员 王 小 慧 蒋 长 顺） 9 月 11
日，经湖北省沙洋县检察院提起
公诉，法院对廖海滨等人涉嫌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据悉，以被告人廖海滨为首
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多达 30
人，称霸荆门城区及周边地区近
十年，长期为非作恶，欺压、残害
群众，有组织地实施了 57 起违法
犯罪案件，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
社会、生活秩序，是荆门市公安局

“11·18”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所涉
三个案件中涉案成员最多、涉及
罪名最广、暴力性最强的一案。

“一旦发现，坚决打击。”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之后，沙洋
县检察院迅速行动，立足检察工

作实际、强化检察职能，提前介
入，引导侦查取证，为指控犯罪
夯实了证据基础，办案专班历时
8 个月，成功办结了廖海滨等 30
人团伙涉黑案件。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廖海
滨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寻
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非法拘禁
罪、非法买卖枪支罪、非法持有枪
支罪、窝藏罪、包庇罪，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四年，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罗
松等 29 人分别犯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敲诈勒索
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等，
分别决定执行十四年零六个月至
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各并处 22
万元至 1万元不等的罚金。

长期为非作恶欺压群众
湖北沙洋：历时8个月办结30人团伙涉黑案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文科受贿、行贿案一审宣判
据新华社长春 9月 13日电 吉林省通化市中级法院

13日公开宣判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文科受贿、行
贿案，对被告人李文科以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有
期徒刑十六年，并处罚金300万元；对李文科受贿所得财物
及其孳息予以追缴，对其用于行贿犯罪的财物予以没收，
上缴国库。李文科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