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首次考核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操作
本报讯 !记者秦洪祥 通讯员刘世和" 吉林省检察

机关首次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操作考核日前在长春市检察

院进行!据悉"本次考核以切实提高检察人员统一业务应

用系统操作能力为目标"共分基本知识#个案操作#信息查

询#内勤操作等四大项"考核对象分别为院领导#处$科%

长#办案检察官#内勤人员!

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
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日前! 经中共中央批准! 中共中央

纪委对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

检查"

经查!童名谦在任湖南省衡阳市委书记期间!作为市换届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严肃换届纪律第一责任人!不正确履行职责!对衡阳

市人大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前后暴露出的贿选问题!没有及时采取

有效措施严肃查处!导致发生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

法案件!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

极其恶劣"

童名谦上述玩忽职守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并涉嫌犯罪" 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审议并报中

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童名谦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

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童名谦立案侦查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王治国"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经

审查! 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在衡阳破坏选举案中失职渎职!

涉嫌玩忽职守罪!依法决定对其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

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高检院出台规定要求

下级院检察长定期向上一级检察院述职述廉报告工作
本报讯!记者徐盈雁" 记者

日前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

下级检察院检察长向上一级检察

院述职述廉报告工作! 今后将每

年举行一次" 在重大活动和重要

任务完成后!可以安排专项述职"

高检院近日印发$关于下级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向上一级人

民检察院述职述廉报告工作的

规定 %!下称 "规定 #$!旨在加强

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领导

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管

理和监督"

$规定%明确!下级检察院检

察长向上一级检察院述职述廉报

告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检察长履

行职责和领导班子自身建设等情

况& 检察长执行廉洁从检规定和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情

况&完成检察业务#加强队伍建设

和落实检务保障等情况"

按照$规定%!述职述廉报告

工作采用会议方式进行" 会议由

上一级检察院检察长主持! 领导

班子成员和检委会专职委员参

加! 机关内设机构和直属事业单

位主要负责人列席" 会议主要议

程包括述职检察长分别述职述廉

报告工作#集中评议和综合评议#

述职检察长表态发言等" 评议侧

重指出问题!提出改进意见"评议

最后将形成书面综合评议意见!

向述职述廉报告工作单位反馈"

$规定%要求!述职述廉报告

工作单位对综合评议意见要及

时进行专门研究!提出具体整改

措施!制定整改方案" 整改方案

应当明确任务 #细化措施 #提出

时限 #责任到人 !并于
!

个月内

报上一级检察院"

$规定%强调!地方各级检察

院检察长每届任期内至少向上一

级检察院述职述廉报告工作一

次"届中需要调整的检察长!应在

调整前安排述职述廉报告工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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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检院出台管理办法

严格规范借用人员审批程序和工作管理
本报讯 !记者王治国 戴

佳" 记者日前从最高人民检

察院获悉 ! 今后高检院各厅级

单位原则上不再从地方检察机

关借用人员 ! 确有必要借用

的 ! 全院年度借用人数总量不

得超过规定比例 " 这是近日高

检院检察长办公会讨论通过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从地方检察机

关借用人员工作管理办法 '试

行 (%!下称 %管理办法 &$中的明

确规定"

记者采访了解到! 规范借用

人员工作! 加强对借用人员的管

理 ! 是高检院开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征求意见阶段

收集的重点意见之一 ! 高检院

党组将其纳入教育实践活动整

改方案中加强机关工作作风和纪

律作风建设的重点目标任务"

$管理办法% 明确了高检院

机关从地方检察机关借用人员

的原则# 程序和相关部门责任"

严格限定了因工作紧急重大 #

现有人员确实难以按期完成任

务的 ! 可借用地方检察机关在

编在岗人员的四种情形 ! 包括

办理重大案件 ! 组织或参与中

央或有关部门或高检院统一部

署的重大专项业务工作 ! 组织

高检院统一部署的重大专题调

研或重要文件起草 ! 承办其他

重大专项任务等"

$管理办法%规定!借用人员

实行最长期限制度" 借用人员帮

助工作一般每次不超过
"

个月"

确因工作需要! 可继续借用!但

同一借用人员累计借用时间最

长不得超过
#

个月" 办理重大案

件中!同一借用人员累计借用时

间原则上最长不超过
!

年!仍需

延长的!由高检院政治部审核后

报常务副检察长审批"

$管理办法% 强调! 借用人

员实行按岗使用制度 " 严格按

照借用事由安排借用人员工作

岗位 ! 不得使用借用人员从事

内勤# 机要及其他一般辅助性#

事务性 # 日常性工作 ! 一般不

得调整借用人员工作岗位"

$管理办法%明确!借用人员

借用期间由借用部门和借用人员

所在单位共同管理! 借用期间的

日常管理由借用部门负责" 借用

人员在借用期间的出差#请假!按

高检院机关的有关规定执行" 借

用人员应当严格遵守高检院机关

考勤纪律及其他规章制度"

打“老虎”拍“苍蝇”利剑高悬惩腐败
"

本报记者 戴 佳

$%!"

年
!%

月
&'

日!山东省

高级法院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原

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受

贿 #贪污 #滥用职权案二审公开

宣判 !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一审

无期徒刑判决的原判"

一切都在履行党和政府对

人民的庄严承诺) 不论什么人!

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

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

厉惩处"

惩治腐败!民心所向"

&%("

年 !中央反腐利剑高悬 !强音频

奏 !重拳直击 !一系列腐败大要

案被查处!一批腐败分子相继落

马!顺应了民意!提振了民心!彰

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

败的坚定决心"

举一纲而万目张"

&%)"

年
!

月
&&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

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 从严

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

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一年来!衣俊卿#刘铁男#倪

发科#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蒋

洁敏#季建业#廖少华#陈柏槐#郭

有明#陈安众#付晓光#童名谦#李

东生#杨刚#李崇禧等副省级以上

高官落马! 让民众看到了中央对

腐败和违纪坚持 *零容忍+ 的态

度! 更加彰显了铁腕惩处贪腐官

员的雷霆万钧之势"

&%!"

年
!%

月
&&

日!最高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向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作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

作情况的报告" 报告披露了近
'

年来检察机关立案查办厅局级

官员
!%&#

人#省部级以上
"&

人

等详细数据!对接了民众对反腐

惩贪的厚重期许!也契合了反腐

败工作纵深化趋势"

*检察机关将以这次全国人

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

告为契机! 不断加强和改进反贪

污贿赂工作! 努力为推进反腐倡

廉建设#保障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曹建明在报

告中表明了检察机关在打击腐败

问题上旗帜鲜明的态度"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腐败问

题不分大小!在坚持打*老虎+的

同时!打*苍蝇+也绝不手软"中国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周淑

真认为!*苍蝇+ 的危害涉及社会

方方面面! 关系到老百姓衣食住

行等日常生活!老百姓十分痛恨"

&%!"

年
!

月!最高人民检察

院部署开展为期两年的查办和预

防发生在群众身边# 损害群众利

益职务犯罪专项工作! 着力解决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腐败问题"

一年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

坚决查处直接关系民生民利#群

众反映突出的征地拆迁#招生入

学#医疗卫生#环境保护#食品药

品安全#*三农+补贴等重点领域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据统计 !

&%!"

年
!

月至
!!

月!全国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共查

办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贪污贿赂

犯罪案件
!*')+

件
&"%!,

人!涉

案总金额
''

亿余元! 一大批危

害民生#侵害民利的*苍蝇+#*蛀

虫+ 在这次专项工作中落网!让

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了反腐败

的实际成效"

*要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

制 #不能腐的防范机制 #不易腐

的保障机制" +反腐专家李永忠

认为! 只有形成上述三大机制!

才能有效规范权力运行!将反腐

败引向深入"

一年来 !从遏制 *舌尖上的

腐败+!治理*车轮上的腐败+!惩

治 *月饼盒里的腐败+! 到严禁

*贺卡上的腐败 +!再到防范 *公

务接待中的腐败 +等 !一系列相

关党内法规制度相继出台"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里+!既要堵塞蝼蚁的洞穴!又要

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中央把反

腐败工作与作风建设结合起来!

逐步推进建设常态化#制度化的

反腐败机制"

从
&%)"

年
'

月起! 中央巡

视组先后派出两轮共
&%

个工作

组赴各地 # 各部门开展巡视工

作" 严查党内腐败#监督八项规

定落实#严格用人制度,,中央

反腐 *千里眼 +的一系列新动作

显示了从严治党#严惩腐败的决

心和力度"

&%)"

年
))

月! 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 对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

新和制度保障进行了重点部署!

其中权力制约 #制度保障 #改进

作风常态化等观念!再次彰显了

中央根治腐败的坚定意志"

&%)"

年底 ! 中共中央印发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

年工作规划%!提出坚

持*老虎 +#*苍蝇 +一起打 !严肃

查处用人腐败!加强反腐倡廉法

律法规制度建设" 在*制度反腐+

的框架下! 我们有理由相信!今

后几年!惩治腐败力度会进一步

加大!纪律约束和法律制裁的警

戒作用将得以有效发挥!腐败蔓

延的势头将会得到有效遏制"

河北与国家检察官学院开展合作
本报石家庄

!

月
"

日电 !记者肖俊林" 河北省检察

院与国家检察官学院今天签署交流合作协议书"双方将共

同开展教育培训#科研和学术活动"实现检察理论与检察

实务的良性互动!河北省检察院检察长童建明表示"将积

极利用好这一合作平台"全面提升教育培训水平"提高检

察队伍整体素质!

山东开通“鲁检廉信”
本报讯!记者贾富彬" 从

&+!.

年
)

月
)

日起"山东

省检察院开通&鲁检廉信'服务"利用检务通短信平台"向

全院干警发送廉政短信"开展机关送廉助廉活动!&鲁检廉

信'以廉洁从检教育为主要内容"每周五发布一期"遇有重

大廉政信息则随时发布!干警也可以参与互动"回复短信"

提供素材"提出建议!

高检院发布司法解释
明确审查起诉期间嫌犯脱逃如何办理

可依法申请没收违法所得
本报讯!记者徐日丹"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司法解释!对

审查起诉期间犯罪嫌疑人脱逃或者患有严重疾病的应当如何处理

作出明确规定"根据该解释!在审查起诉期间!犯罪嫌疑人脱逃或者

死亡!符合刑诉法有关规定的!检察院可以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

得的申请"

解释规定! 检察院办理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审查起诉案件!应

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期限办结"未能依法办结的!应当根据刑事

诉讼法规定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解释规定!检察院对于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如果犯

罪嫌疑人脱逃的!应当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规

定! 要求侦查机关采取措施保证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再移送审查起

诉"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脱逃的!应当及时通知侦查

机关!要求侦查机关开展追捕活动"

解释规定! 犯罪嫌疑人患有精神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丧失诉讼

行为能力不能接受讯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变更强制措施"对实

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 人民检察院可以商请公安机关采取临时的

保护性约束措施"

!司法解释全文见三版"

呵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检察院女检察官近日走进市区多所小学' 专门开设女

生安全教育法制课'引导和教育女生们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人身安全(活动现场

还进行了防范避险的互动问答'进一步增强教育课的实效(

本报通讯员朱灿明摄责编 柴春元 邱春艳 责校 郝涛涛 李 娜

辱骂“上帝”的底气何来
"

嘉 桐

吉林省四平市政府新闻中心官方微博
)

月
&

日发布消息

称'骂百姓不要脸的四平市城郊供电公司副经理已被撤职( 此

前'一段网络视频显示'

&%)"

年
)&

月
"%

日'这位副经理在回答

问题时说)老百姓是给脸不要脸的玩意儿*+

真是为这样的撤职决定欢呼'也要为四平相关部门处理之

迅速,点赞*( 供电公司是为百姓提供电力服务的企业'广大有

着用电需求的百姓就是其客户(在企业界'有一句名言-客户就

是上帝(然而'这位供电企业的副经理却直呼他的,上帝*是,给

脸不要脸的玩意儿*(嚣张言语之下'其膨胀官僚的丑恶嘴脸暴

露无遗'霸道跋扈的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身为国企的供电公司'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百姓

的,刚需*'让这位,位高权重*的副经理早把,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忘到九霄云外'也让他自视高人一等(因而'有了这番不要脸

的言论也就并非怪事(

由此可见 ' 克服官僚主

义' 改进工作作风' 把为人民

服务的口号落到实处' 依旧任

重道远(

湖南省检察院决定对衡阳市
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胡国初刑事拘留

据新华社长沙
!

月
"

日电 !记者陈文广 丁文杰" 湖南省检

察院
&

日发布消息称!

)

月
)

日! 湖南省检察院依法对衡阳市人

大常委会原主任胡国初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 并决定刑事

拘留"

&

日!湖南省纪委通过官方网站*三湘风纪网+发布消息声称)

经查!胡国初在任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作为市换届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不正确履行职责!对衡阳市人

大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期间发生的贿选问题!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

施予以制止!且本人收受了钱款!导致发生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

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胡国初上述行为已涉嫌犯罪"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王思北" 国务院法

制办公室
&

日就(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

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
&%).

年
&

月
,

日!征求意见稿

从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等方面进行

了规定!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可以登录中国政府法制信

息网"以信函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对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