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成年人的
大朋友

重庆市涪陵区未成年人犯罪检察科

于
!"#$

年成立!虽然只有
%

名干警!但截

至
!&$'

年
$!

月底!未检科共办理未成年

人犯罪案件
'!%

件
%!(

人!为未成年人上

法制课
')

次!在孩子们心里!这些穿着检

察服的人是可亲可敬的大朋友"为教育挽

救失足未成年人!检察官们付出了艰辛的

汗水!也收获了成功的喜悦"涪陵区未检

科先后荣获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先进单

位$%重庆市&巾帼文明岗$称号'

该院未检科在重庆率先推行了办理

未成年犯罪案件&两卷三书$制度!即对提

起公诉的未成年人! 向法院移送案卷%社

会调查卷!以及起诉书%量刑建议书和社

会调查报告书!为法院审理未成年人案件

提供更为全面%合理的裁判依据"

采访中!未检科科长覃俭向记者讲述

了一个特别的案例"

!&#'

年
'

月!该科受

理了公安机关移送的肖某涉嫌抢劫案"案

卷显示!中学生肖某因无钱上网!与另外

%

个未成年人一同抢劫了一个小卖部!抢

走
#%&

元及几包香烟后逃离现场!几个人

用抢来的钱买了几把小猎刀! 肖某未要"

当天晚上!

(

人又计划抢劫! 在小巷内!

(

人分头拦断巷道! 抢走一名妇女
!*""

元

现金!肖某分得
!""

元"第三天!

(

人均被

抓获"

在此案审查起诉阶段!覃俭在与肖某

交流时! 得知肖某父母长期在外打工!肖

某对父母有些怨气! 便故意不按时上学"

了解到肖某有这种心理后!检察官及时与

肖某父母进行了沟通"不久!肖某的母亲

辞去工作回到涪陵陪伴儿子"

检察官对肖某做了社会调查!对其犯

罪原因进行了分析"考虑到肖某为在校学

生!案发后认罪悔罪态度好 !已退赃
!""

元!该院对肖某作出不予逮捕决定"

向法院起诉时! 该院不但移送了案

卷%起诉书!还送达了社会调查卷%量刑建

议书和社会调查报告书!提出适用缓刑的

建议"

!"$'

年
)

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肖

某有期徒刑一年零四个月!缓刑一年零八

个月!并处罚金
$"""

元"

覃俭告诉记者!对不捕%不诉的未成

年人!该院未检科会及时向家长发出(家

长告知书)!督促家长履行监护义务!收到

良好效果*

!本报记者沈义 通讯员苏勇"

未检科
【重庆：涪陵区检察院】

个个都是
化解矛盾高手

&控申科三人组个个都是化解矛盾的

高手!当之无愧成为先进科室+ $

!"$%

年
$

月
$'

日!在浙江省桐乡市检察院
!"$'

年

度年终总结会上!全院干警纷纷对控申科

点&赞$*

&伸张正义 秉公办案$! 走进该院控

申科办公室! 一面鲜红的锦旗映入眼帘*

说起锦旗的来源!科长徐瑾的脸上露出了

笑容,&当事人送锦旗时说的一句话我一

直牢记在心!多年来!我一直用它勉励自

己,检察官的笑容像阳光!见到你们就像

在黑暗中看见了光明* $

!"$'

年
$!

月
!%

日!一起历经
%

年的

疑难信访案件终于尘埃落定* &这个事情

必须得解决! 否则我和他们拼命--$桐

乡市检察院的会议室里!怒不可遏的中年

男子沈某表达着对其邻居的愤恨*事还要

从
%

年前说起*

!""+

年!沈某准备将自家

的老房子拆除重建!凑巧的是邻居也选在

了同一时间建房!可谁知建房过程中的一

些琐事却让原本和睦的两家人几次大打

出手* 之后两家的矛盾不断升级!只要一

碰面就拳脚相加* 为了这事!沈某多次到

当地村委会.派出所及法院.检察院反映

问题!就刑事责任提出控告.民事纠纷提

出索赔*

说起沈某!控申科检察官陆炳江至今

仍然清晰地记得几年前第一次见到他的

情形* 老陆是一位从事检察工作近
!"

年

的老检察官!做控申工作以来!已记不清

接待过多少个&怒脸进门$的来访人了!可

沈某还是让老陆有些头疼* &他当时情绪

很激动!吵着嚷着要求我们一定要严惩打

伤他的邻居!几个人都劝不住* $了解到双

方矛盾的根源只是生活琐事!桐乡市检察

院控申科的检察官们决定尽力调解*可谁

想到!第一次上门就吃了&闭门羹$!但他

们没有退缩!从
!""+

年年底开始!不厌其

烦地一次一次地登门拜访!晓之以理* 几

年下来!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去过沈某家

多少次了* 在多次耐心劝说和开解后!沈

某态度终于慢慢有所好转*

经过
%

年不懈的努力!双方的矛盾总

算是缓和下来了* &真是没有想到检察官

们这样诚恳耐心* $签下和解协议的那一

刻!沈某表达了感激之情*

&桐乡是茅盾的故里! 作为他家乡的

检察官!我们化解矛盾也要讲艺术!讲水

平!要成为化解矛盾的高手* $徐瑾说*

!本报记者范跃红 通讯员童剑"

控申科
#浙江$桐乡市检察院/

服务群众
“二人转”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检察院民行检

察科是该院最小的科室!长期以来科长带

干警仅有两人! 但在领导和同事眼里!小

小&二人转$非常出彩*&民行科离群众近!

必须办好离群众近的事儿+$ 科长樊永明

一说起工作就来劲儿*

!"$%

年
$

月
!

日! 该院所在的政法

巷锣鼓喧天! 九旬老人杨某不畏严寒!在

家人的搀扶下向民行科送上了一面绣着

&满腔正义明察秋毫 执法如山为民伸冤$

的锦旗!对该科监督解决一起长达
)

年的

民事执行案件表示由衷感谢*未央区检察

院检察长李亚军说,&民行科的工作开年

就中了0头彩1!给全院工作开了个好头*$

这起陈年纠纷的破解!正得益于民行

科提出的&多维化化解$理念*所谓&多维

化化解$! 就是在监督解决陈年民事申诉

案件时!既要考虑历史成因!也要考量现

状!在新旧维度平衡中寻找新的化解点*

杨某在未央区焦家村有一处祖屋 !

!""*

年
)

月!邻居张某未经杨某同意!破

坏杨家祖屋的山墙!紧贴着盖起了二层小

楼*同年
,

月
$%

日!杨某一纸诉状将张某

告上法庭!要求对损坏的房屋及墙体恢复

原状!法院判决杨某胜诉!但该案却在历

!"

版
!"!"

年
!

月
#$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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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配角
也挺好”

!"$%

年
$

月
)

日!一上班!安徽省郎

溪县检察院的检察官们就习惯性地打开

内网查看本周院里有啥安排*咦2&一周食

谱$出来了!其中周三的早点竟然是腊八

粥'大伙儿这才想起这一周正好赶上腊月

初八'

&在我的记忆里! 已经好多年都没有

喝过腊八粥了!办公室真是想得周到' $预

防办的老史感慨地说'办公室主任刁岚松

接过话茬说!&这可都是老周的功劳' $老

周是办公室一名普通干警!还有一个月就

要退休了' 尽管如此!他依然把单位的小

食堂管理得井井有条'

!"$'

年初! 院领导为了方便干警们

工作用餐!将院里闲置的几间房子改造成

干警食堂' 谁来管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

起了办公室的老周' 自那以后!老周就全

面负责起了全院上下的伙食'为了节省经

费开支!老周经常跑到乡下!购买些鲜猪

肉和活鱼回来! 自己加工成咸鱼腊肉!让

大家时不时地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乐$'

院里有十几个近年来新入院的单身

干警!平时住在集体宿舍!洗澡不方便'院

领导决定弄个浴室!任务交代下来!刁岚

松跟老周只说了
*

个字&节省经费!抓紧

完工$'

老周二话没说!连跑了县中学.县医

院等几家单位!为的是考察他们的浴室布

局.热水器价格等'选中了热水器品牌后!

老周又一遍遍地到当地销售商家&踩点$!

终于摸清到人家的供货渠道!直接找供货

商购买'

供货商对此很不理解,&老周!你真是

抠门!又不花你自己的钱!犯得着这么卖

力地东跑西跑吗2 $ 老周幽默地回答说!

办公室
#安徽$郎溪县检察院/

工作室里
暖意融融

冬日的阳光照进了窗明几净的小屋!

房间里暖意融融!上海市闸北区检察院派

驻彭浦新村检察室又挤满了周边的居民'

&老王!我们专程奔你来的' 现在你的3夜

门诊1白天也有了!我们可方便了' $

上海市闸北区彭浦新村街道是建于

上世纪
)"

年代的旧式居民聚集区! 检察

机关把检察室设在这里!正是为了群众来

往方便'在这里!检察院不再是一个&院$!

而是出现在百姓家门口一个普通的&室$!

仿佛到邻家串门一样方便'

被周边居民称为&老王$的人是闸北区

检察院老检察官王友春!他
$'

年风雨无阻

在这个社区开设&法律夜门诊$!义务为社

区居民解答法律问题'

!"$'

年年底!该院

派驻彭浦新村检察室启用的同时!把&法律

夜门诊$改为&王友春工作室$!从此周边居

民的法律咨询更加便捷了' 不到一个月的

时间里!&老王$已经接待了上百人次'

现在的检察室和工作室里!居民们不

仅能见到熟悉的老王!渐渐地也熟悉了检

察官小薛' 小薛在检察院也工作了近
!"

个年头了! 她活泼的性格让大家倍感亲

切' 小薛是社区检察科的内勤!也是彭浦

检察室的内勤!还兼任监外刑罚执行活动

监督的专职干部'

在来访居民多的时候!她会协助老王

接待' 更多的时候!她要对着一份份判决

书.数据表进行细致的检查' 有一次她在

短短的一天时间里!发现了两名缓刑罪犯

还在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 &这是不符合

法律规定的+$小薛立即向院领导汇报'经

过仔细核查!情况确实如此!两份检察建

议随即发往工商行政管理单位'有关单位

及时回函!对涉及公司实施监控!年检严

格把关!责令其变更法定代表人'

这件事在居民们中传开了!居民们在

了解老王.小薛的过程中也慢慢了解到社

区检察室的其他职能!除了&王友春工作

室$的接待职能!社区检察室主要进行着

法律监督工作'

自
!"$!

年以来! 闸北区检察院社区

检察科已经陆续有了永和社区检察室和

彭浦新村社区检察室! 并与闸北区
$$

家

公安派出所!

+

家司法所建立起日常工作

联系制度!早早实现了全区全覆盖'

!本报记者林中明 通讯员孙科浓"

社区检察科
#上海$闸北区检察院%

民行科
#陕西$西安市未央区检察院%

我们的科
我们的事儿

不让高墙
阻断亲情

&我从小和父亲相依为命! 因为不争

气才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伤透了父亲的

心'今天!要不是你们的关心和帮助!我连

父亲最后一面都见不到!那将抱憾终生+$

在天津市河北区看守所内!在押人员尹某

激动地说'

尹某的父亲于
!"$'

年
$$

月
!+

日病

故!其妻和亲友一行
%

人于当日中午到看

守所!请求让尹某回家祭父'看守所负责

人立即拨通驻所检察官的电话!检察官接

到通报后紧急召开科务会!河北区检察院

监所科负责人说,&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

益和保障监管安全是监所检察工作的职

责!根据相关规定!应允许尹某回家探视!

但一定要确保探视过程的合法与安全'$

经过全科讨论!监所检察官提出了
(

点建议,一要获取当地派出所开具的尹某

之父死亡的证明材料4二要征得办案单位

同意4三要由公安机关分管局长的签字同

意! 并严格履行临时出所的审批手续4四

要配备充足警力!做好押解过程中的安全

防范4 五要随时对尹某进行情绪疏导'随

后!该科负责人征得了该院主管领导和上

级院监所处同意后!及时将建议反馈给看

守所!并约见了尹某'检察官在安抚尹某

的同时! 告知其一定要认真遵守法律法

规!安全顺利地完成探视过程'

$$

月
!+

日下午!为杜绝串供.脱逃.

自残等现象的发生!监所科选派两名办案

经验丰富的检察官监督探视过程'走进家

门! 尹某看见父亲遗体的那一刻!&扑通$

一声双膝跪地!尔后号啕大哭起来55

返回看守所时!检察官决定同尹某聊

聊,&你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认真遵

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重新树立对生活

的信心! 这样才能对得起你的父亲+$&谢

谢!你们帮了我大忙!我一定积极改造+$

沉浸在悲痛中的尹某边流泪边不停地点

头'接下来的几天!检察官增加了巡视的

频率!加强了对尹某的情绪疏导和心理安

慰!帮助他走出失去亲人的痛苦期'

&不让高墙阻断亲情!不让在押人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 这是我们监所科一直坚持

的原则'$河北区检察院监所科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朱建军 通讯员高伟"

监所科
#天津$河北区检察院%

做忠诚的
“金融卫士”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犯罪检察处成立

于
!"$!

年
$"

月
$!

日! 成立至今共办理

各类金融犯罪案件
$,%

件
!"%

人!检察处

百姓吃上了
“放心肉”
年关将近!山东省齐河县素来有赶大

集提前购置肉类腌制腊肉的习俗 '

!"$%

年
$

月
$"

日! 适逢齐河县宣章屯镇农村

大集'村民们吃罢早饭!早早赶到农贸市

场! 精心挑选猪肉以备过年招待客人'齐

河县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的几名检察官!

也悄悄走进了集市'

&听说镇上那个不负责任的检疫员被

反渎局
【山东：齐河县检察院】

金融检察处
【北京：西城区检察院】

&多花公家的钱就像是割了我们的肉!我

们办公室的同志都有这0抠门1的毛病!没

办法!改不了' $

&办公室平时工作倒是干了不少!协

助.辅助多!台下.幕后多!但一年总结起

来!似乎又没几件能摆得上台面的!这就

是我们的工作性质' 可喜的是!只要大家

满意了!检察工作搞好了!我们当个配角

也挺好的' $在院里年度工作总结会上!刁

岚松很诚恳地说'

!本报记者吴贻伙 通讯员费玲 王玲"

的
,

名检察官以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实际

行动!展示了首都检察战线&金融卫士$的

风采'

该处处长陆俊钊回忆起建处第一天

的情景' &听说你们成立了一个金融犯罪

检察处! 这对我们区的金融企业来说真

是一件好事儿啊+ 今天我来反映一个情

况55$慕名而来的某国有大型保险公司

经理何某走进陆俊钊的办公室'

何某向陆俊钊反映!该公司在常规审

计中!发现两名定损员有与外部人员勾结

骗保的嫌疑! 公司领导已向公安机关报

案!但迟迟未见立案!公司已经损失了几

十万元'

初步了解情况后! 陆俊钊迅速召集

检察处全员开会! 做出了详细分工' 会

后! 陆俊钊带领一名干警立即前往公安

机关详细了解情况' 经了解得知! 有关

该案! 并不是警方不及时立案! 而是保

险公司反映的情况太过笼统! 不能明确

具体事实和具体的行为人' 进一步摸清

案情后! 陆俊钊将案件的立案监督交由

副处长佟晓琳办理'

佟晓琳首先指导保险公司从有骗保

嫌疑的定损员入手!调取其查勘.定损的

理赔案件'通过横向比对!仔细检查报案.

定损.理赔等材料!判断确定具体的骗保

事实!该院检察官将初步调取出的理赔卷

宗及定损照片逐一梳理.筛选后提交给公

安机关!很快!公安机关顺利立案'

立案后! 金融处检察官又在公安机

关请求下提前介入! 引导侦查' 检察官

指导公安机关以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理

赔卷宗为依托! 调取证明行为人虚构事

实. 隐瞒真相方面的证据材料! 准确锁

定嫌疑人并将其抓获归案' 最终! 一起

由某汽修厂工作人员. 该保险公司定损

员以及车主 &内外勾结骗保$ 窝案成功

告破!

!"$'

年
(

月
$"

日!

,

名犯罪嫌疑

人因涉嫌保险诈骗罪和诈骗罪被提起公

诉!

,

名犯罪嫌疑人共作案
!"

余起! 涉

案数额
("

余万元'

检察官在审查这起骗保案件过程中!

发现此案的犯罪手段极富代表性!暴露出

车辆保险行业及小型汽修行业联手骗保

的&潜规则$'为预防此类犯罪发生!金融

处检察官就此案做了更多的延伸工作'他

们向发案单位制发加强管理.堵塞漏洞的

检察建议!并以此为警示!向全市
'!

家经

营车险的财产保险公司发出风险预警'同

时! 通过媒体宣传该案的特点. 危害.原

因.和防范对策!增强群众防范意识和社

会预防效果'为建立预防此类犯罪的长效

机制!

!"$'

年
*

月!西城区检察院与北京

保监局共同签订了(惩防联动工作办法)!

共筑金融安全防线'

%

本报记者赵晓星 通讯员李斐斐
&

经一审.二审后仍无法执行!杨某遂向检

察机关申请执行监督'

&我们调查后发现法院执行确有难

度!恢复原状就意味着张家的小楼部分要

拆掉重建!而杨家的祖屋长年失修!无人

居住!因此我们建议!张家支付杨某一定

数额的补偿款!从不同角度维护了双方的

利益!当事人都表示认可!法院也就此作

出了新裁定'$樊永明说'

在该院民行科采访中!记者对&复合

型检察官$ 的概念也有了更新更深的体

会'科长樊永明曾是陕西省检察系统反贪

侦查能手.公诉席上的明星4检察官任惠

新也从事反贪及控申工作多年!还曾被高

检院授予全国检察系统优秀接待员!如今

他们又苦钻民行业务! 很快胜任新角色'

于是! 他们的亮点创新工作也有了一些

&混搭$&嫁接$特色'

!"$'

年初!该院创新出台了(关于在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及刑事和解工作中

实行刑民对接的意见)! 规定办理刑事案

件附带民事部分可以请民行部门的检察

官介入参与!刑事检察官专注刑事!民行

检察官专注民事!&

$

十
$

$办案!使刑事办

案有了
-.

角儿! 内部资源力量组合式办

案!实现了工作的最大效益值'机制启动

一年来! 该科检察官已参与调解了
!&

多

起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并使两起轻微刑事

案件达成刑事和解!效果益彰'

!本报记者岳红革 通讯员徐一琳"

法院判刑了! 这回我们吃猪肉可就放心

了'$刚刚买了
$)

斤猪肉!准备回家腌制

腊肉的王大爷笑呵呵地对检察官们说'说

起齐河县检察院反渎局办理的这起动物

检疫徇私舞弊案!从发现线索到办理结束

还真有一个精彩故事'

!&$'

年
,

月
!+

日! 齐河县检察院监

所检察科驻看守所检察室干警柴飞!和往

常一样巡视在押人员监舍!并与新进人员

进行逐一谈话'因涉嫌生产有毒食品罪被

拘留的肖军向柴飞陈述了收购生猪注射

瘦肉精并销售的犯罪事实' 柴飞边听边

问,&含有瘦肉精的猪肉怎么可能取得合

法身份呢2$肖某回答说,&这好办!找动物

卫生检疫所所长和会计!买他们的动物检

疫合格单就行! 一般情况下每张检疫单

'&

元'$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柴飞立即将

情况向检察长作了汇报!检察长决定由柴

飞配合反渎局干警查清此案'

原来!早在
!&$&

年!宣章屯镇动检所

所长范某. 副所长吕某在执法过程中!对

生猪的来路不闻不问!以
!&

元至
'&

元不

等的价格!违规出卖
%!

份(出县境动物检

疫合格证明)给生猪运输户!任由买证人

自行填写内容!并伪造检疫结果交回县畜

牧兽医局'

!&$'

年
%

月至
(

月
!'

日!范某.吕某

在对肖某提供的生猪进行检验检疫时!依

旧没严格依照有关规定进行检疫!直接将

'%

份动物检疫合格证出具给肖某使用 !

致使肖某注射瘦肉精的
$/*

万斤猪肉流

入市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齐河县检

察院对范某.吕某以涉嫌动植物检疫徇私

舞弊罪立案侦查! 二人受到了法律的严

惩'柴飞也被反渎职侵权局特聘为渎职侵

权线索联络员'

从事检察工作的同行都知道!查办反

渎案件,获取线索难!可齐河县检察院近

几年来每年办理渎职侵权案件都在七八

件以上!这主要得益于该院各部门之间一

盘棋的思路!可见!监所科干警成为反渎

局线索联络员也是有据可查的'

!本报记者贾富彬 通讯员姜浩"

桐乡!控申三人组在接访

河北!耐心解答在押人员法律咨询

西城!打击金融犯罪赢得当事人信任

闸北!遇到难题就到王友春工作室

郎溪!温故而知新

未央!当事人送来锦旗

齐河!到年货大集走访调研

涪陵!将关爱融入每一个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