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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近日，青海省检察院机关党委开展迎“八一”系列活
动。图为该院组织复转军人面对党旗宣誓。

本报记者李维摄
图②：近日，河北省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军转干部与石家庄

军事检察院公益诉讼干警来到辛庄烈士陵园，查看英烈设施
保护情况并听取当年战斗故事。 本报记者肖俊林摄

图③：2018 年 6 月，转业军人成清刚主动请缨投身脱贫攻
坚战，担任四川省检察院驻古蔺县高峰村帮扶第一书记。图
为近日成清刚前往农户家摸底调查。

本报记者曹颖频 通讯员徐挺摄
图④：近日，海南省检察院组织军转干警 40 余人，来到琼

海市开展迎“八一”系列活动。图为干警们来到中国南海博物
馆参观，全面了解南海历史。

本报记者李轩甫 通讯员吴勇海摄
图⑤：近日，湖北省恩施市检察院检察官、军转干部杨永

权（左二）到一起司法救助案的申请人周某家发放司法救助
金，并了解周某及其家人的生活状况。

本报记者戴小巍 通讯员焦雯雯摄
图⑥：在河南省漯河市检察院，军转干部是推动检察事业

发展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图为该院军转干部庞文飞、黄金辉、
徐晓光讨论一起涉医疗卫生垃圾公益诉讼案件。

本报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杜浩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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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31日电（全媒体记者史兆琨） 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检察
院扫黑办举行“刑事检察实务讲堂”2020 年第三讲，以“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涉
黑涉恶案件出庭公诉工作有关问题”为题，为全国检察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一线办案人员专题授课。

最高检扫黑办副主任、第一检察厅副厅长张晓津结合司法实践案例和常
见问题，对涉黑涉恶案件出庭公诉的工作要求、精准指控犯罪、做实做细庭前
准备工作、在庭审中依法规范充分履行指控犯罪职能等进行了讲解。

最高检扫黑办主任、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在对授课进行总结时表示，
各级检察院扫黑办要高度重视，强化责任，加强对办案工作进行实实在在的
指导，严把涉黑涉恶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
治自觉和检察自觉，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坚守法治原则，坚决做到“是
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要扎实做好庭前准备工
作，努力练好内功，贯彻落实“重自强”要求，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涉黑涉恶案件
出庭公诉工作，切实提升出庭公诉的能力和水平，坚决打好打赢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收官战。

“刑事检察实务讲堂”2020年第三讲举行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涉黑恶案件出庭公诉工作

（上接第一版）

浙江省检察院对朱恒福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7月 31日电（全媒体记者孙风娟）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

院了解到，浙江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任朱恒福
（副厅级）涉嫌受贿一案，由浙江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日前，浙江省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朱恒福作出逮捕决定。该案
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云南省检察院对杨勇明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7月 31日电（全媒体记者孙风娟）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

院了解到，云南省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原副主席（副会长）杨勇明（副厅级）
涉嫌受贿、滥用职权一案，由云南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日前，云南省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对杨勇明作出逮
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青海省检察院对白世德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7月 31日电（全媒体记者孙风娟）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

院了解到，青海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白世德（副厅级）涉嫌贪
污、受贿、非法持有弹药一案，由青海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日前，青海省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贪污罪、受贿罪、非法持有弹药罪
对犯罪嫌疑人白世德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上接第一版）

“战斗模式”办案，困扰近十年的污染问题解决了

辽宁省检察院、沈阳军事检察院和当地市、区两级检察院随即进入了快
节奏、高效率的“战斗模式”办案中。

5 月 27 日，当地检察机关即组成了由检察长任组长的专案领导小组，选
派精兵强将参加专案组，办案人员先后调取相关档案资料，固定现场证据，并
对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其他污染问题，一并纳入办案视野。

6月 16日，检察机关依法立案。
6 月 24 日，检察机关召开军地座谈会，听取驻军意见和建议，推进相关工

作落实。经立案磋商，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先后在 5 月 29 日、6 月 24 日向该企
业下达了停止生产和整改通知，要求该企业在配套环保设施未验收合格前不
得擅自恢复生产。

7 月 13 日，辽宁省检察院与沈阳军事检察院联合向省生态环境厅、当地
市政府分别发函，提出协同解决该军用机场周边环境污染问题的建议，得到
了积极回应。当日，该企业就承诺不再从事鱼粉加工生产，避免环境污染，并
在行政机关监督下，自行关停了生产线，消除了对驻军的污染影响。

该部队驻军表示，困扰近十年、多方反映都没有得到解决的污染问题，经
过检察机关的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非常感谢。

扩大战果，解决潜在污染问题

在两位代表反映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的同时，军地三级检察机关继续扩
大战果，力求全面解决机场周边各种潜在污染问题。经过深入排查，检察机
关相继发现了机场周边其他 4 件污染环境案件线索，其中 3 件予以立案，1 件
协调相关部门推动解决。

6 月 24 日，某街道办“化粪池”污染环境案立案。7 月 7 日，根据与检察机
关达成的磋商意见，当地环保部门向该街道致函，要求对粪池内粪便进行清
理和综合利用，对防雨棚等设施进行维修，保证发挥作用，并要求建立长效治
理机制。7 月 10 日和 13 日，该街道办和当地环保部门先后回复检察机关，将
对化粪池进行日产日清，直接送厂家处理。随后，考虑到化粪池污染环境并
存在安全隐患，他们又提出将废除化粪池，从源头上消除污染。目前，街道办
已经联系相关环保处理厂家，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7月 15日，又有两起污染环境案立案——某村民出租土地晾晒鸡粪、某个
体养殖场排放污水污染环境。经与所在街道办磋商，在街道办督促下，当事人
已经承诺立即处理，不再污染环境，目前正在整改落实中，后续工作由街道办
监督，两个月内完成整改。

机场附近还有一家肥料公司，主要业务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制造，在生
产过程中，由于处置不当，对周边环境存在污染现象。经检察机关现场调查，
并与企业、环保部门和街道办磋商，由环保部门责成企业加强相关问题整改，
完善封闭晾晒措施，避免环境污染问题发生。该公司表示尽快整改落实。

拥军爱军，促进军民融合发展

“对代表反映问题认真办理，我们非常满意！”许利强代表说，习近平总书
记和党中央、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国防和军队建设，实现中国梦、强军梦需要全
党全军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最高检对支持和保障国防和军队建设高度重视，
特别是会同军委政法委出台军地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意见，共同开展军事检察
公益诉讼专项行动，效果显著。

“这次办案实践充分证明，检察公益诉讼能够为维护国防和军事利益提
供有力司法保障，军地检察公益诉讼协作发挥了制度优势，不但有效推动解
决困扰部队多年的老大难问题，还深入开展部队周边环境系统治理和源头治
理，取得了举一反三的成效。”对此，古清月代表也充分肯定，她希望这样的典
型案例、成功经验能够广泛复制、推广。

“国防和军事利益是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近两年来，我们对
涉军公益诉讼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制度平台建设，在这次办案中得到了全面检
验。军地三级检察机关形成了联动态势，取得了较好的办案效果。”辽宁省检
察院检察长李成林说。

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检察机关既依法保护军事和国防利益，也平等保护
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及时提醒企业关注环保问题，促进企业转产及配套环境
保护设施建设。在军地检察机关和当地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企业的共同努
力下，军用机场周边环境治理工作仍在不断拓展。办案检察官表示，今后将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行业治理为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强污染防治提出检
察建议。

（上接第一版）但周某的退休待遇问
题没得到解决，难道就此走入死胡同
了吗？围绕行政争议，检察机关向区
人社局、市政府相关部门了解规章和
法律适用情况，并就类案司法裁判情
况与法官沟通，了解到目前法院的审
判思路明确为应从退休次月起支付。

为彻底解决周某的问题，检察机
关积极引导周某与区人社局协调解
决。最终，区人社局按照自退休次月
起支付养老金对周某的养老保险待
遇重新作出核准。后周某获补发养
老金及军转干部退休补助金，困扰周
某多年的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

“对法院没有进行实体审理，仅以
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的案件，
检察机关应当着眼于实质性化解行政
争议，加强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
深入开展调查核实工作，促进解决退
役军人的实体诉求。”办案检察官说。

充分释法说理，司法救
助多元化解矛盾

部分退役老兵因从军时间久远，
在后续办理相关事项时，常常因为无
法提供当时的证明材料，导致无法继
续办理，陷入“程序空转”，问题始终
解决不了。对此，检察机关在充分释
法说理的同时，采取司法救助等方
式，解决困扰退役军人的难题。

1976 年入伍的倪某在服役期间
曾因腰椎受伤接受治疗。1980 年 12
月，倪某退伍，退伍军人登记表中记

载倪某曾患第四腰椎压缩性骨折，但
未对受伤原因作说明。

后 来 ，倪 某 为 了 评 定 残 疾 ，于
2013 年 5 月找到老部队——某警备
区，该警备区后勤部卫生处出具了倪
某系在执行任务时被砸伤的证明。
其后，倪某多次到江苏省扬中市某行
政机关申请补办评定残疾等级，但该
行政机关认为倪某无法提供档案记
载或原始医疗证明，因此未受理。随
后，倪某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
二审也因相同的原因均未获支持。
法院二审判决认为，申请补办评定残
疾等级应先向乡镇政府提出书面申
请，倪某向扬中市某行政机关申请评
定残疾等级的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

2019 年 2 月 28 日 ，倪 某 向 镇 江
市检察院申请监督。受理案件后，检
察机关向法院调阅了一审、二审卷宗
材料，并向倪某了解受伤经过和后续
治疗情况。

倪某提供了一份证言，数十名战
友均证明倪某系因公受伤。结合某
警备区后勤部卫生处的证明，检察机
关认为倪某因公受伤的可能性较大，
扬中市某行政机关没能提供已经告
知倪某应先向乡镇政府提出书面申
请的证据，倪某申请评定残疾等级的
诉求合法合理。

为了尽快化解行政争议，保障当
事人合法权益，检察机关专程到某行
政机关进行沟通，该行政机关当场表
示如果倪某再次向乡镇政府提出书
面申请，会按照正常程序逐级上报。

得知结果后，倪某主动撤回了监督
申请。检察机关结案后，又对倪某进行
了回访，倪某称其评定残疾等级申请已
由该行政机关上报上级机关审核。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安徽退役
军人洪某身上，他向安徽省池州市检
察院申请监督。经过调查核实，检察
机关发现洪某确实无法提供原就医
单位等线索，行政机关和法院的处理
并无明显不当。鉴于洪某家庭生活
确实困难，检察机关协调退役军人事
务局为他安排公益性岗位，收入提高
了，行政争议也化解了，洪某主动撤
回检察监督申请。

办案检察官表示，检察机关在履
行行政诉讼监督职责中，要高度重视
退役军人的权益保护，对生活确有困
难的当事人，可以在依法办案的同
时，开展有关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司法
救助，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行政检察与刑事检察无
缝衔接，力促案结事了政和

江苏省连云港市的英某是一名

退役多年的老兵，这些年他一直有一
件烦心事：因对征地拆迁和补偿标准
不满，对法院的裁定不服，多方反映，
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

2019 年 12 月，连云港市海州区
检察院在办理一起刑事案件中发现
这一情况后，为保护退役军人合法权
益，彻底解决英某的烦恼，遂安排行
政检察部门办案人员到法院调取了
相关案卷卷宗，与相关单位联系，了
解行政争议的具体情况。海州区检
察院检察长带领干警一起到英某家
中走访，了解家庭真实困难，并与英
某妻子和儿子做好沟通，共同疏导英
某多年心结。经多方努力，英某夫妇
与拆迁部门就赔偿数额达成一致意
见。

为了促进案件公正办理，海州区
检察院就本案召开听证会，与会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表示，检察机关办理
刑事案件中，并未就案办案，而是通
过该案解决了多年的行政纠纷，促进
行政争议得到了实质性化解，值得肯
定和推广。

商请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席听证，以公开促公正赢
公信

建军节前夕，又一起申请行政

检察监督案件公开听证会在浙江杭
州召开。7 月 28 日下午，杭州市检
察院在临安区检察院召开钟某行政
赔偿申诉案公开听证会，商请杭州
市某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席。原来，
2011 年 9 月钟某在某行政机关接受
询问时突发疾病送医，后被诊断为
脑出血 （中风）。钟某认为该行政机
关存在过错，要求其承担行政赔偿
责任。经过法院一审、二审、再审
程序，钟某不服判决持续反映情况
长达九年之久。检察机关调查核实
后发现钟某年迈、系退伍军人，且
存 在 脑 出 血 后 遗 症 ， 家 庭 十 分 困
难，在本案中其实体权益确实受到
一定的损失。

这场公开听证为“官”民面对面
沟通搭建了一个平台，通过公示证
据、双方辩论、听证员评议等环节，明
确了该行政机关执法行为并未违法，
不能适用行政赔偿。钟某表示息诉
罢访并签署承诺书。此外，鉴于钟某
年岁已高，身体不佳，经济困难，符合
司法救助的条件，检察机关在听取各
位听证员意见后，决定给予其 2 万元
的司法救助，钟某当场对检察机关表
示感谢。

致敬老兵，不仅仅停留在口头
上，还要实实在在维护退役军人合法
权益，彰显司法人文关怀。通过提出
监督意见、促成和解、公开听证、释法
说理、司法救助等方式，检察机关始
终守护在他们身边。

□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孙小艳 张 亮

“我工伤六级伤残，才赔我 18
万，以后怎么生活？我不服啊！”
不久前，与当地政法委共同开展优
化营商司法环境调研时，内蒙古自
治区赤峰市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主任刘青桂在座谈会上，又一次提
到孙某某向检察机关申请法律监督
时反复说的一句话。

刘 青 桂 曾 在 东 北 地 区 服 兵 役
16 年，荣立二等功。转业后，作
为法律门外汉的他，经过刻苦学

习，顺利拿到法律硕士学位，取得
了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A 证并通
过了员额检察官遴选，被任命为赤
峰市检察院检委会委员。

孙某某的案子并不复杂。案子
经过了劳动仲裁、一审、二审，发
回重审，又经过一审、二审终审，
申请再审被裁定驳回，最后孙某某
来到检察院申请法律监督，算是走
到司法程序的尽头了。

通过梳理案情，刘青桂发现由
于孙某某缺乏法律知识，维权时没
有按照法定程序提出合法诉求，再
加上证据留存意识不足，让他艰难
的维权之路雪上加霜。刘青桂深
知，对于自己来说，这可能就是检
察生涯中一件普通案子，可对于孙
某某来说，这也许是一次重燃生活
希望的机会，或者是压垮他的最后
一根稻草。“再等等。”刘青桂决心

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调查核实权，
去寻找法律对弱势群体不偏不倚的
保护之路。

经过调查取证、查阅指导性案
例、研究最新政策规定，刘青桂发现
原审判决书中对于认定补助金金额
所援引的规定中“上年度”这一概
念，究竟是“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
时”的上年度，还是“发生工伤时”的
上年度？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没有明

确的规定。刘青桂从法理论证入
手，结合民政部最新法规和审判案
例，从充分保障劳动者权利的角度，
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即以工伤职工
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时统筹地区上
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最终
该意见得到检委会的审议通过，检
察院决定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最终，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
建议并进行改判，尽管最终的赔偿
款并没有孙某某要求得那么多，但
孙某某说：“一路走来，我相信检
察官，相信法律。”自此，他结束
了自己 7年的上访申诉之路。

司法终点是案结事了人和

□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韩若秦

1986 年，在部队荣立三等功的
叶维旭因为负伤退役，先后在浙江
省苍南县马站镇企业站和苍南时报
社任职。2004 年 4 月，他调入苍南
县检察院，此后一直在驻看守所检
察室工作，一干就是 16年。

“这 16 年，没啥突出的成绩，
就是学会了聊天！”叶维旭谦虚地
说。

2018 年 初 ， 犯 罪 嫌 疑 人 伊 某
被送到苍南县看守所。伊某因盗
窃被抓获，但在盗窃前，他故意
吞下了一枚长达 13 厘米的针状金
属异物。

“有人说这样子就算抓到了也
关 不 进 去 。” 伊 某 向 检 察 官 解 释
道。实际上，伊某早在 2016 年就
通过吞钉子成功逃避收监。

伊某多次犯罪，抗拒收监，情
节恶劣，对他收监执行刻不容缓。
但顾虑到伊某身体的特殊状况，叶
维旭和同事放弃休假时间，轮岗监
管伊某，直至他通过手术取出金属
异物。

其间，因腹内有异物，伊某腹
痛难忍，叶维旭立即叫来了驻所医
生给他治疗。看着疼痛呻吟着的伊
某，叶维旭安慰他说：“我和你一
样，身上也有金属，也时时作痛，

但又不一样。”“你身上的金属是哪
里来的？”伊某疑惑地问。“这说来
话就长了……”叶维旭向伊某讲述
起自己当年在对越战场上如何坚守
阵地，如何殊死搏斗，又如何被流
弹击中的故事。

“叶检察官，在你们这些英雄
面前，我真的太惭愧了！”伊某懊
悔地说。他深刻认识到自己的幼稚
与错误，表示一定会好好改造，争
取早日回归社会。

“从前攻克的是阵地，现在攻
克的是人心，人心比阵地更难打
哟！”叶维旭笑着说。

今年春节过后，叶维旭遇到了
小陈，一名 20 多岁的小伙子，他
因涉嫌聚众斗殴罪被羁押。在和小
陈谈话中，叶维旭发现小陈是一个
军事迷，他就与小陈聊起自己年轻
时在部队的事。“再苦再难也没有
打仗艰苦困难！”叶维旭补充说，

“烈士们不惜牺牲自己，就是希望
你们这些孩子能过上好日子，可你
现 在 的 样 子 ， 让 多 少 烈 士 流 泪
啊！”小陈听后沉默不语，流下了
泪水。

在看守所羁押期间，小陈表现
一直良好，由于认罪态度好，加上
犯罪情节相对较轻，后来被法院适
用缓刑。进入社区矫正后，小陈很
争气，表现良好，上个月成家了，
还给叶维旭寄来了喜糖。

攻克人心比攻下阵地更难

从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