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市第二市区检察院】

手机传递廉洁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朱香山 通讯员钟荐轩" 近日!广东省中山市第

二市区检察院利用现代化媒体信息平台开展"移动彩印#业务!在双

方通话过程中!系统将自动发出该院预先设定的"廉洁尚德修身$预

防箴言信息!通话结束时显示在对方的手机屏幕上%据初步统计!该

院自尝试利用"移动彩印$深入推广廉洁修身文化&开展预防职务犯

罪宣传工作以来!已推送廉洁文化信息
!"!

万余次%

“宣讲＋小品”让人耳目一新
青海海东：创新形式为检察宣传注活力

本报讯!记者李维 通讯员

马延" !下面一个节目"送礼#$

说的是一个乡镇领导的亲戚为

争取低保来行贿%领导拒绝接受%

并教育感化了行贿人的故事$&这

是青海省海东市检察院干警在

该市辖的一个乡镇上为当地群

众进行法制宣讲时%表演的一个

小品$!宣讲
!

小品& 的法制宣传

新模式%让群众们耳目一新$

#$!%

年以来%海东市检察院

在全市检察机关挑选
!&

名干警

组成职务犯罪预防宣讲团%准备

了不同行业'部门的职务犯罪预

防讲演稿$为提高宣讲感染力%海

东市检察院还根据自己查办的

职务犯罪典型案件编排成
!%

个

廉政小品%以!宣讲
!

小品&的形

式% 在全市各区县和市直机关巡

回宣讲演出%受到干部群众欢迎$

!通过宣讲% 进一步提高了

检察机关在群众心目中的认知

度%拉近了检民距离%为检察机

关更好地接受群众监督%促进公

正廉洁执法创造了良好的舆论

环境$&该院检察长吴海燕说$

据悉%

#'!%

年%宣讲团成员

在全市
#%

个乡镇及部门宣讲%

听众人数达
&'''

余人$

实时“体检”确保案件“全程健康”
山东莱州：构建一案一档跟踪动态管理评价机制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明生

通讯员黄顶峰 郭鹿敏" !您

看%我们的案子从受理到归档都

有监控节点和管理记录 % 看看

记录就随时能知道它办得怎么

样$& 近日% 在山东省莱州市检

察院 % 该院案件管理中心负责

人指着电脑上的电子管理卷宗

向省院人民监督员介绍道$

记者看到 % 一起案件的管

理档案显示在受理阶段有受案

审查登记表' 案件管理 !风险"

提示书 % 在办理阶段有流程监

控表 ' 案件管理建议书 % 在办

结归档时有案件评查表 ' 案件

管理情况通报((整个案子办

理和管理的情况都一目了然 $

山东省院人民监督员对此给予

了很高的评价$

!建立这个一案一档跟踪动

态管理评价机制 % 一方面是为

了解决管理中存在的滞后性 '

单一评价等问题 % 另一方面是

解决管理者的问题 % 尤其是内

部管理容易受情面因素干扰而

怠于管理的问题$& 莱州市检察

院检察长徐志涛说$

!我们在受案的第三天% 如

果没有提讯记录% 案件管理人员

就会来电话提醒我们$& 该院公诉

科的小王告诉记者$ 动态跟踪案

件进度% 最大的好处是降低了事

后纠正的成本% 避免办案超期'

程序错误等情况发生$ 那么如何

让管理者动起来% 保证管理的及

时准确) 该院采取了三个办法$

一是找出案件的监管点 !承包&

管理$ 根据刑事案件的特点分析

出受案' 文书出具' 赃证物出入

库等
('

余个节点% 案件管理部门

的工作人员分工 !承包& 责任%

何时管' 谁来管都清清楚楚$ 二

是把管理项目固定% 内容公开%

定期发布$ 每月把案件管理的情

况如程序遵守' 文书规范' 款物

处理' 办案效率' 案件评查结果

等都放到局域网上公示$ 三是借

力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

统的节点控制' 自动预警和统计

分析功能% 确保案件全部上网运

转% 案件管理部门和办公室联动

管理印章% 使应用系统成为执法

监督的链条$

!不仅实现了案件动态管

理%评查也比以前更科学了$ 以

前案件评查多局限于单个执法

环节%有些问题或者一些好的做

法不大能看出来%现在搞一体化

评查%同一案件前后就有对比$ &

该院案件评查员小张说$

#'!#

年

以来%该院推出了一体化评查机

制%一方面开展各环节后置评价

即批捕环节对侦查!自侦"环节'

公诉环节对批捕环节'归档环节

对办案环节的工作作出评价%一

方面开展刑事诉讼文书对照评

价即把侦查文书'检察文书和审

判文书对照评查%较好地提升了

评查准确性和科学性$

#'!#

年以来 % 该院已经对

#'''

多起案件建档跟踪管理 %

推出一批省市级十佳案件 ' 专

项精品案件 % 持续保持案件无

投诉 ' 干警无违纪 ' 安全无事

故的 !三无& 记录$

!"!"

年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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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读

【常德市检察院】

加强机关管理堵浪费之风
本报讯!记者汤维骏 通讯员佘建中 雷蕾"

#'!%

年
!#

月
#)

日!记者从湖南省常德市检察院了解到!

#'!%

年
!

月至
!!

月!该院

"四费$!交通费#差旅费#接待费#会议费"支出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

!其中水电费减少
!%",

万元!接待经费下降
!)+

!会务经费下

降
!'+

%

#'!%

年以来!常德市检察院按"新定位&新机制&新面貌$的

行政管理思路!多方面加强机关管理!针对检察经费预算和使用!机

关接待!车辆&驾驶员管理!大要案件经费支出!装备器材管理等工

作!修订和完善了
!#

项行政管理制度%该院党组每季度听取一次机

关行政管理和行政服务情况汇报! 年底对各部门执行制度的情况进

行评估&检查!确实保障行政管理制度的落实%

【武宁县检察院】

检察建议助医疗卫生市场规范化
本报讯 !特约记者黄作颖 通讯员鲍观升 赵克平" 近日!江

西省武宁县检察院接到多起群众举报称该县部分个体诊所在无证经

营!于是该院对该县卫生监督所
#''-

年以来办理的
!'&

件行政执法

案件进行研判!发现县里部分个体诊所&药房存在无证&超范围经营!

以及县卫生监督所存在以罚代管&降格处理等问题%该院随即发出检

察建议!建议县卫生监督所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全面整顿诊所药房!

并加强刑事案件移送!加大对非法行医行为的查处力度%县卫生监督

所近期组织全面普查辖区内个体诊所!依法取缔了"黑诊所$

(

家&清

理无证从业人员
!*

人%

【宁波市海曙区检察院】

成立“王英未检工作室”
本报讯!记者屠春技 通讯员陈静"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海曙

区检察院设立的"王英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室$在该市甬江职业高中举

行揭牌仪式%该工作室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阵线前移!将依托检察

官的法律业务&心理专家队伍&对青少年犯罪心理行为研究等优势!

使学校的法制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积极探索检校合

作教育新模式%

【成都市高新区检察院】

构建刑事被害人全程救助模式
本报讯!记者傅鉴 通讯员何如"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检察院向此前办理的一起刑事被害人救助案件当事人家属许某提供

法律服务!指导许某申请生效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执行%许某的女儿为

该院受理的一起抢劫案的被害人!为躲避犯罪嫌疑人从六楼跳下!摔

成重伤%该院控申处积极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为许某申请到
!

万元救助金!并通过电话&信件等方式对许某一家进行回访!积极提

供心理疏导和法律服务%目前!该院已对办理的全部刑事被害人救助

案件当事人建立跟踪档案!构建全程救助模式%

【延津县检察院】

“职工书屋”挂牌
本报讯 !书清 赵辉" 河南省延津县检察院图书室在

#'!%

年

河南省总工会的检查评比中被评为省级规范化"职工书屋$!日前!"职

工书屋$挂牌仪式在该院举行!这是新乡市检察机关第一次获此荣誉%

该院重视检察文化!加强图书室建设!先后投入
%'

多万元购买政治&

法律&历史&科学等图书!并购置专业图书柜架
#'

组!建设了集图书与

电子阅览为一体的多功能图书室!为干警学习打造良好的平台%

南京浦口：
帮失足学子
重返校园
本报讯 !本报记者崔 洁

肖水金 通讯员徐晓红 牛向

峰" !谢谢检察官%我终于又可

以上学了 %请放心%我一定会好

好学习的((& 面对新的老师'

同学和校园%

!*

岁的李明!化名"

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放学后便

急忙给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检

察院干警打来电话$这是修改后

刑诉法实施以来%南京市检察机

关办理的未成年人案件中%首次

有未成年犯罪人员重回校园$

#'!%

年
)

月
#*

日和
%'

日%

李明连续两个晚上手持水果刀尾

随单身女性%采取勒脖子'持刀威

胁等手段实施抢劫% 后被抓获$

#'!%

年
!#

月
!-

日% 李明因犯抢

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

六个月%缓刑三年$

还在检察机关办案期间%李

明就被所在学校开除了学籍$经

检察官进一步调查走访得知%李

明的作案动机是因为爱慕虚荣%

一时突发抢劫念头%且案发时正

值高三% 其本人有美术特长%有

强烈的就学和高考意愿$浦口区

检察院对其年龄 '动机 '帮教可

行性'有无法定从轻 '减轻和免

除情节进行了全面审查%在教育

部门的支持下%帮助李明恢复了

学籍$但因其涉案的消息已经传

开%李明表示很难在原学校继续

就读%要求转学$经市'区两级检

察机关和教育部门的多方努力%

有一所高中表示愿意接受李明

就读%并为其保守秘密$

检察官表示 % 检察机关将

在判决生效后封存李明的刑事

犯罪记录%未经法定程序 %禁止

任何个人和部门查询 '复制 $据

了解%修改后刑诉法实施以来 %

浦口区检察院已经依法封存未

成年人犯罪记录
!-

件
#(

人 %

为他们顺利回归社会创造有利

条件$

为
筹
毒
资
专
偷
亲
戚

老
父
报
警
盼
儿
回
头

儿子吸毒成瘾%为筹钱吸毒竟专门

盗卖亲戚轿车等财物%六旬老父无奈报

警$近日%经湖北省崇阳县检察院提起

公诉%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龙天飞

有期徒刑一年$

龙天飞
!'

年前染上毒瘾% 其父两

次送其强制戒毒% 又两次复吸$

#'!#

年
&

月
!'

日% 龙天

飞发现姐夫谭某的一辆旧桑塔纳轿车未锁% 趁机用钥匙将

点火开关套开将车盗走% 以
#'''

元价格变卖$ 同年
&

月

底% 龙天飞用同样手法将表弟魏某的一辆旧桑塔纳轿车盗

卖% 得款
%'''

元$

#'!%

年
)

月
!)

日% 龙天飞将表哥魏

某寄放在自己父亲家中的一台空调盗卖% 得款
)''

元$ 龙

天飞盗窃所得赃款全部用于吸毒% 亲戚们碍于情面均未报

案$

#'!%

年
&

月
#'

日% 龙天飞毒瘾发作% 再次准备盗卖

亲戚家财物% 其父无奈% 遂向公安机关报案$ 经物价部门

鉴定% 龙天飞所盗轿车' 空调价值共计
&)&*

元$

!吕杰"

抢夺财物起色心 警民合力擒色狼
抢夺财物后心生不轨% 以归还

被抢财物为由% 约见被害人欲实施

强奸$ 近日% 河南省长葛市检察院

以涉嫌抢夺罪对犯罪嫌疑人胡文龙

批准逮捕$

#'!%

年
,

月
!*

日晚 % 胡文龙

骑摩托车尾随下班回家的杨某$ 走

到偏僻阴暗处% 胡文龙加速超过骑

电动车的杨某% 将其放置在车篓内

的皮包抢走% 杨某当即报警$

事后% 胡文龙清理抢到的皮包

时发现杨某的身份证% 见杨某长相

俊俏% 便起了色心% 用抢来的手机

通过杨某的朋友联系上杨某本人%

并以归还被抢物品为由% 威胁其与

自己发生性关系$ 杨某将计就计 %

答应与其见面% 同时配合公安机关

开展抓捕行动$ 胡文龙还没有见到

杨某就在约定地点被公安机关抓

获$

!葛亚敏 高 吟 赵海洋"

争遗产亲情不再 打大嫂小叔被诉
虽不是同一父母所生% 但毕竟

是同母异父的兄弟$然而在金钱面

前 %亲情显得苍白无力 %竟然发生

了小叔打伤大嫂的闹剧$ 近日%福

建省龙海市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

罪对蔡英红提起公诉$

今年
()

岁的蔡英红系龙海市

紫泥镇的农民% 高某是其同母异父

的哥哥$ 兄弟两家因家庭纠纷早有

隔阂%近期%两家又因蔡英红亲生父

亲蔡某!已故*的土地赔偿款归属问

题发生矛盾% 因为大嫂蔡翠华认为

其丈夫高某虽不是蔡某的亲生儿

子%但是继子也有继承权%有权领取

蔡某的土地赔偿款$

#'!%

年
-

月
!!

日
!'

时许 %

蔡英红与大嫂蔡翠华在一村民家

门口不期而遇 % 两人又因土地赔

偿款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 % 继而

厮打起来 $ 厮打过程中蔡英红随

手拾起一木棍殴打大嫂蔡翠华 %

致其左手受伤致骨折 % 后经法医

鉴定为轻伤 $

!张小虾 徐松惠 郭幼华"

百般阻挠拆违章 妨害公务担刑责
阻挠拆除违章建筑% 还咬伤执

法人员% 结果因妨害公务被追究刑

事责任$日前%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博乐垦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

妨害公务罪判处马风莲有期徒刑十

个月%缓刑一年零六个月$

马风莲经营一家餐饮美食城 %

为扩大经营规模% 在没有任何手续

的情况下%违章扩建了美食城后堂$

#'!%

年
)

月% 塔斯海垦区法院认定

该违章扩建的后堂为非法建筑%并

裁定其限期拆除恢复原状$ 但马风

莲并未履行拆除$

,

月
!

日%塔斯海

垦区法院和公安局执法人员到现场

依法执行$执行过程中%马风莲不听

劝解%抗拒执行%不但用水桶进行阻

挡% 而且还蛮横地将
#

名执法人员

的胳膊和胸部咬伤$

归案后% 马风莲如实供述了所

犯罪行% 向执法人员赔礼道歉并主

动赔付医疗费用$ 法院鉴于其真诚

悔罪%确有悔罪表现%遂作出了上述

判决$

!苏义香"

白糖“掺毒”酿悲剧
粗心老板被判刑

因对亚硝酸盐保管不当%被误

掺入白砂糖中出售%致一人死亡一

人轻微伤$近日%经江苏省宿迁市宿

豫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过失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许

小渠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

年
!#

月
%'

日上午 % 干

货店老板许小渠为调配卤水腌制

咸肉 % 取出事先购买的硝卤精

!学名亚硝酸盐 "% 因忙于他事而

将硝卤精遗忘在店内营业区附近

的楼梯口 % 之后店内其他销售人

员误将该硝卤精当白糖倒入白糖

销售箱% 销售给了张明忠等多人$

当日下午 % 唐斯兰在食用张明忠

购买的白糖后发生硝卤精中毒 %

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 店老板许小

渠遂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

#'!%

年
!

月
-

日 % 蔡志珍食用上述白

糖后发生硝卤精中毒 % 经鉴定 %

其损伤构成轻微伤$

!王赛赛 廖旋"

云南：网友微博直播检察开放日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杨健鸿

通讯员代良燕" !办案过程中

怎样防止刑讯逼供)&

#'!%

年云

南省检察院!检察开放日&活动

日前举行% 来自社会各界的
%'

多名省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社

区工作者和网友代表参加了此

次活动$在参观该院办案工作区

时%有代表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我们的办案区设有全程监

控%要求进入办案区审讯不得超

过
!#

小时% 并且充分保证被讯

问人的饮食和睡眠时间$& 办案

人员认真地向代表们解答着$代

表们先后参观了该院大要案指

挥中心'信息网络中心'检察文

化长廊'荣誉室'案管中心%其中

一个不停摆弄着手机的代表引

起了记者注意%!我是代表广大

网友来参加这次检察开放日的%

你看%我边参观就边微博直播出

去了+&云南知名网友!能石匠&

高兴地说%这次活动让他感觉离

检察院的距离更近了$

参观刚刚结束% 云南省检察

院检察长王田海早已等候在新闻

发布厅的门口% 迎接各位代表的

到来$ 王田海向参会代表通报了

今年以来该省检察机关在打击刑

事犯罪'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履

行法律监督'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方面取得的

成绩% 并欢迎社会各界人士走进

检察机关'了解检察职能'监督检

察工作$!三公经费降低了近
%'+

%

压缩会议
%'+

% 减少文件
%'+

%检

察院真正做到了公开透明' 转变

作风$&云南省人大代表韩伟在听

了王田海的讲话后% 对检察机关

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

本次!检察开放日&的活动

主题为!联系群众'服务群众'自

觉接受群众监督&$云南省政协委

员何云葵表示%检察开放日这个

公开'透明的平台%能让更多的人

参与进来%让普通群众从了解%到

认识%再到理解检察工作%举全社

会之力传播公平正义的正能量$

【赤峰市检察院】

首届全市司法警察培训开班
本报讯!记者其其格 范德银 通讯员宋志学 张伟" 近日!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检察院首次对全市
!',

名司法警察进行为期
!'

天的理论&业务和技能培训%本次培训形式独特!内容针对性强!精心选

用警察学校作为培训场地!对司法警察进行军事化&专业化&封闭式培

训%培训内容主要集中在侦查业务与司法警察配合等知识!以及擒敌

拳&徒手防卫等职业技能训练%

【宝鸡市检察院】

百余人参加检察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倪建军 通讯员曹新灵" 近日!

!!(

余名各级人

大代表& 政协委员及媒体记者应邀参加了陕西省宝鸡市检察院举行

的以"联系群众&服务群众&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为主题的"检察开放

日$活动%该院通过"请进来$看&听&问的形式!邀请代表们参观该院

控申接待大厅&案件管理办公室&电子阅览室&办案工作区等办公场

所!听取检察工作介绍%该院干警还就联系群众&服务群众!预防职务

犯罪等方面回答了代表们的提问% 此次活动增进了社会各界对检察

工作的了解!进一步增强检察工作的透明度%

山东省济阳县检察院公诉部门联合派驻检察室$ 探索对被附条

件不起诉未成年学生开展%家长约谈&活动$督促其家长切实履行监

护职责'图为该院公诉科干警近日约谈涉罪未成年人家长$全面深入

了解涉罪未成年人相关情况( 本报记者贾富彬摄

“热点”谈法
上海市奉贤区检察院检察

官近日走进上海电视台法治天

地频道%热点&栏目 $围绕社会

热点话题$和律

师一道接受直

播访谈$进行普

法宣传(

沈卫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