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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别根据#环球法律评论$%#现代法

学&%'政法论丛&(文稿统筹!刘金林)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魏东!

我国共犯论
并非“从苏俄化到德日化”

陈兴良教授认为我国传统共同犯罪理论的

刑法知识渊源主要是苏俄刑法知识! 后来逐渐

引入德日刑法知识!渊源"!出现从苏俄化到德

日化的演变过程" 笔者认为这一结论可能有失

客观公允" 我国共犯论逻辑体系的历史嬗变和

最终形成是一种历史的文化选择! 其刑法知识

渊源主要有我国传统刑法知识# 苏俄刑法知识

和德日刑法知识三个方面! 是综合吸纳和考量

既有的$自我%和$他者%刑法知识的结果!因而

难以简单地以刑法知识$从苏俄化到德日化%命

题来进行某种学术上的判定"$从苏俄化到德日

化%的学术命题在本质上是某种$全盘西化%思

想意义上的学术立场! 其核心是主张以西方德

日刑法文化为中心来审查中国现有刑法知识体

系并重新建构中国未来的刑法文化! 因而本质

上是某种$移植刑法学%的学术主张"我国共犯

论刑法知识体系建设完善方向应当是 $根据中

国的理想图景% 建设性地审查和完善既有的共

同犯罪理论的汉语刑法知识体系框架! 以刑法

知识$中国本土化汉语化%命题取代$从苏俄化

到德日化%命题!科学理性地反思我国共同犯罪

理论的宏观体系定位! 全面深入地研讨我国共

同犯罪理论的微观疑难问题! 以加固我国共犯

论汉语刑法知识体系的规范定型! 并稳中求进

地实现我国汉语刑法知识增量# 逻辑自洽与理

论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利明!

两岸四地
当有共同适用的合同示范法

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发展给包括我国

在内的亚洲地区的合同法带来了深刻变革"笔者

认为!在现阶段!有必要在合同法领域内推动两

岸四地规则的统一"两岸四地同文同种!同根同

源!同属一个中国!而且已经签署&内地与香港关

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海峡两岸经济

合作框架协议'! 这对建立两岸四地统一的市场

具有重要意义" 统一的市场呼唤统一的交易规

则! 合同法又是调整市场交易关系的基本法!为

了减少贸易摩擦#降低交易成本#消除贸易中的

法律障碍!制定一部在两岸四地共同适用的合同

示范法有必要提上历史日程"这一示范法对于解

决两岸四地中贸易纠纷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目前!两岸四地之间经贸往来中!纠纷也时有发

生"香港是判例法!其他三地虽是成文法!但成文

法规则极不一致!一旦发生纠纷!法律适用便容

易发生争议!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首先采用示范

法的方式推进合同法规则的统一"

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国龙!

技术性
是公正司法最低评价标准

对于公正司法的评价! 不同的社会形态#司

法传统和历史时期总是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和

评价体系"司法尤其是具体的司法审判!乃是法

官在服从法律权威性的前提下通过独立审判而

作出具体的个案判决"我们可以将司法的权威性

界定为一个法官依据法律展开理性决断!但不能

就此可以推论出!司法权威就是一种简单的规则

适用论权威或职权主义的决断论权威" 不可否

认!司法的权威性在本质上是一种理性决断的权

威性!而要防止简单的规则适用论或职权主义决

断论的出现!司法就必须借助于大量司法技术来

实现对个案决断的理性论证!尤其需要用司法技

术来建构司法决断思维的每一个具体过程"需要

说明的是!通过司法技术来建构司法的内在理性

权威性!并不能因此而排除公正司法的其他评价

标准和评价体系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但是司法的

技术性无疑是公正司法的内在评价标准!也无疑

构成了公正司法的最低评价标准"

科学界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

杨建顺

理论界和实务界在应当扩大行政

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上已达成共识#

但是# 对于受案范围应当扩大到什么

程度# 大家意见不一$ 科学规定行政

诉讼受案范围# 需要百家争鸣# 更需

要相关方面诚挚交流# 坚持正确的方

法论$

现行界定方法不宜改变

!"#$

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

正案 !草案 "& !下称 &修正案草

案'" 和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修正案 !草案"( 的说明&#

基本上坚持了现行行政诉讼法关于

受案范围的规定模式)))概括肯定*

审理对象限定 * 肯定列举
%

兜底规

定
%

依照法律 * 法规规定和否定列

举$ 不同的是# %修正案草案& 在

第
!

条增加了
&

款# 对 +行政机关,

的范围进行了扩大说明# 在第
&!

条

的肯定列举中增加了内容# 新增第

$

条规定法院保障公民 * 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 被诉行政机

关应当依法应诉$ 规定行政机关不

得干预 * 阻碍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

并增加了第
&'

条来规定认为具体行

政行为所依据的规章以外的规范性

文件不合法# 对规范性文件 +一并

请求, 审查的制度$

理论界对 %修正案草案& 提出

了较多批判性意见# 其中有一种观

点认为行政案件受理范围应当全面

改变现行行诉法模式# 采取 +肯定

概括
%

否定列举 , 的规定模式 $ 这

种主张的意图在于最大限度地扩大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我认为应坚持 %修正案草案 &

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方法 - 其一 #

采取以上观点的人认为# 否定的受

案范围采取列举式# 肯定的受案范

围采取概括式# 这样就扩大了受案

范围# 有利于诉权实现# 因为列举

式所覆盖的范围小于概括式# 未被

列举的其他行政争议是大多数* 甚

至绝大多数$ 其实这种推论是有问

题的$ 要正确处理行政权和审判权

的关系# 明确行政诉讼无法将所有

行政活动纳入受案范围$ 并且# 肯

定的受案范围采取概括式规定在面

对复杂多样的现实时# 由于欠缺操

作性# 不一定是有利的$ 对于基层

法官来说# 有具体列举再加兜底条

款的规定方式更具有指引和规范作

用# 又不失进一步拓展的倡导$ 其

二# 具体列举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分

类# 基于审判实践经验的累积# 它

将有助于行政诉讼法规范向精细化

发展# 最终促成行政诉讼类型法制

化$ 其三# 延续现行行政法的规定

方法# 在尽量充分利用现行法资源

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内容补充# 避

免 +推倒重来式, 修法在人力物力

财力和制度资源层面的浪费# 这是

立法技术逐渐成熟的体现$

从应然状态来说# 作为专业人

士的法官都应当是法律通才# 应当

知道什么案件应该受理* 应该如何

受理$ 但是# 我们在追求应然的同

时# 还应当强调对现实的关注# 坚

持 +逐步扩大, 受案范围的方法论$

我认为# 行政诉讼法如果对行政诉

讼受案范围不作进一步规定# 而采

取概括肯定
!

列举否定式的话 # 很

有可能会影响某些案件受理的效率

以及审理和裁决的实效性# 甚至于

会阻碍行政权和审判权应有关系的

建构$ 因为行政案件的审理和裁决

都需要专业知识# 相应的分类处理

是确保专业性的重要支撑$

据此# 作为基本法的行政诉讼

法对相关案件的分类处理应尽可能

地予以列举# 对把握不准的留给其

他 +法律* 法规规定,# 并授权司法

解释跟进作出进一步详细的具有操

作性的规定$ 这样既可以解决目前

普遍存在的司法解释缺乏法律授权

而调整受案范围的尴尬# 又可以促

成 +人民法院受理法律* 法规规定

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的

实效发展# 甚至促进对行政公益诉

讼制度的明确规定# 真正实现 +逐

步扩大, 受案范围# 依法保障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讼权利$

呼唤理论界实务界多对话

行政诉讼制度是国家实行民主

和法治# 通过审判机关对行政行为

等进行审查监督# 对违法或者不当

的行政行为等予以纠正或者确认 #

并对因其给相对人* 利害关系人的

权益乃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造成

的损害给予相应补救的法律制度 $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是宽一些好#

还是窄一些好. 如果不分国家和地

区# 不考察历史发展阶段# 作出的

论断就是值得商榷的/ 否定我国行

政诉讼法和 %修正案草案& 有关受

理案件的混合模式# 将行政主体的

所有行为作为诉讼对象的做法是不

可取的$

此外# 从比较法的视角看# 扩

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世界性的

发展趋势$ 当然# 具体扩大到什么

范围# 扩大到什么程度# 如何扩大#

则都是必须仔细探讨的问题$

众所周知# 我国行政法制建设

的快速发展# 与实务界和理论界的

诚挚合作密不可分$

&()*

年成立的

行政立法研究组曾经直接参与行政

诉讼法的相关调研起草工作# 在行

政立法方面开创了立法机关组织专

家学者参与立法的先河$ 各方面的

诚挚对话是正确的路径选择$ 修改

行政诉讼法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

对行政诉讼的诸多规范* 机制和制

度作出调整# 不仅是纯立法技术问

题# 也不仅是纯学术理论问题# 各

相关方面的参与和协作成为必要 $

现实中# 如果相关立法部门自己制

定 %修正案草案&# 难以得到理论界

普遍支持0 而学者搞所谓 +专家建

议稿, 之类# 违背立法作为多种力

量博弈之结果的自身规律性# 也难

免被立法部门所忽视$ 这种现象表

明
+

立法部门和理论界进行诚挚对

话# 可以总结行政审判实践的经验#

尽量充分地吸收诸多研究成果# 促

进行政权和审判权的科学配置# 科

学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

切实推进

行政诉讼法修改$

应重视吸纳理论研究成果

从 %修正案草案& 所规定的内

容来看# 立法部门很有必要切实聆

听理论界的呼声# 认真吸纳相关理

论研究成果 # 注重总结实践经验 #

把经实践证明的有益经验上升为法

律$ 例如# 在如下几个方面应当考

虑吸纳理论研究成果-

扩大原告适格范围$ %修正案

草案& 将相对人以及利害关系人纳

入原告范畴 !&修正案草案 ' 第
!,

条"# 是对理论研究成果和司法解释

!指
#(((

年
##

月
!'

日最高人民法

院 &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下

称 &解释'+" 既有规定的吸收和充

实完善$ 但是# %修正案草案& 第

!

条依然规定 +公民 * 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

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

权益# 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没有采用%解释&第
#

条第

#

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

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

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

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

案范围,中+行政行为,的概念$ 应当

借鉴%解释&规定#将+具体行政行为,

改为+行政行为,$

用列举加兜底的规定方法$ 适

当增加了对可以提起诉讼种类的列

举# 将涉及土地* 矿藏等自然资源

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 支付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等方面的纠纷 #

纳入受案范围# 却依然使用 +人身

权和财产权, 来框定 +等合法权益,

!&修正案草案 ' 第
#!

条第
#

款 "$

我认为# 应吸纳理论界关于受案范

围扩大到不加限定的 +合法权益 ,

的主张$

使用 +人民法院受理法律* 法

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

件, !&修正案草案 ' 第
#!

条第
!

款" 的兜底规定$ 这实际上为行政

公益诉讼制度由法律甚至法规创设

留出了空间# 却对 +公益诉讼, 未

予明确规定# 摒弃了 +泛公益诉讼

论, 观点# 也没有吸纳 +公益诉讼

法律限定论, 的研究成果$

将法院一并审查的 +抽象行政

行为, 限定为 +规章以外的规范性

文件, !&修正案草案' 第
#'

条+$

这种限定体现了对现行行政复议一

并审查制度的尊重和两种制度的衔

接# 却用 +规范性文件, 代替 +规

定,# 难免造成概念上的混乱$ 而未

将 +规章, 纳入一并审查的范畴等#

也值得商榷$

尽可能将相关组织纳入被告范

畴# 这种价值取向值得肯定$ 但是#

+前款所称行政机关 # 包括依照法

律* 法规授权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组织, !&修正案草案' 第
!

条第
!

款"# 在概念使用上具有随意性$ 此

外# 有的 +专家建议稿, 将全部行

政活动归入 +行政行为,# 我认为是

值得商榷的$

否定列举没有兜底规定 !&修正

案草案' 第
#$

条"# 这种规定方法

在价值取向上与理论界通说保持一

致# 是可取的$ 但是# 正因为其是

穷尽列举# 更需要对现行行政诉讼

法所规定内容进行认真检视# 例如

+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

惩* 任免等决定,# 应当将 +开除,*

+辞退, 等列入其中$ 行诉法修改应

当对于 %解释& 第
#

条第
!

款所列

举的每项内容进行属性确认# 决定

是否将其列入否定列举规定$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

授%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

拟继续保留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文明接待示范窗口”称号名单
"上接第二版)

安徽"

&%

个)

淮南市人民检察院!蚌埠市人民检察

院!凤阳县人民检察院!歙县人民检察院!

东至县人民检察院! 颍上县人民检察院!

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检察院!马鞍山市人民

检察院!芜湖市人民检察院!铜陵市人民

检察院!濉溪县人民检察院!亳州市人民

检察院!萧县人民检察院!固镇县人民检

察院!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检察院!滁州市

人民检察院!舒城县人民检察院!马鞍山

市花山区人民检察院! 黄山市人民检察

院!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检察院!淮南市八

公山区人民检察院! 天长市人民检察院!

金寨县人民检察院!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检

察院

福建"

&(

个)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武夷山市人民检

察院!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检察院!厦门市

湖里区人民检察院!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检

察院!长乐市人民检察院!厦门市同安区

人民检察院!龙海市人民检察院!泉州市

鲤城区人民检察院! 三明市人民检察院!

莆田市人民检察院!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检

察院!邵武市人民检察院!顺昌县人民检

察院!连城县人民检察院!永定县人民检

察院!上杭县人民检察院!古田县人民检

察院!闽清县人民检察院!南靖县人民检

察院!安溪县人民检察院!沙县人民检察

院!福安市人民检察院!漳州市人民检察

院!德化县人民检察院

江西"

&(

个)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南昌市人民检察

院!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检察院!南昌市

西湖区人民检察院! 新建县人民检察院!

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检察院!九江县人民

检察院!瑞昌市人民检察院!景德镇市昌

江区人民检察院! 浮梁县人民检察院!贵

溪市人民检察院! 南康市人民检察院!赣

州市章贡区人民检察院!会昌县人民检察

院!樟树市人民检察院!宜春市袁州区人

民检察院!余干县人民检察院!鄱阳县人

民检察院! 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检察院!吉

安市人民检察院!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检察

院!东乡县人民检察院!南城县人民检察

院!南昌铁路运输检察分院!萍乡市湘东

区人民检察院

山东"

)(

个)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济南市长清区人

民检察院!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检察院!青

岛市市南区人民检察院!青岛市市北区人

民检察院! 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检察院!青

岛市城阳区人民检察院!淄博市淄川区人

民检察院! 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检察院!枣

庄市薛城区人民检察院!广饶县人民检察

院!烟台市人民检察院!蓬莱市人民检察

院!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检察院!诸城市人

民检察院!寿光市人民检察院!汶上县人

民检察院!微山县人民检察院!兖州市人

民检察院! 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检察院!新

泰市人民检察院! 威海市人民检察院!荣

成市人民检察院!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检察

院!费县人民检察院!郯城县人民检察院!

临沭县人民检察院! 齐河县人民检察院!

夏津县人民检察院!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检

察院!博兴县人民检察院!聊城市东昌府

区人民检察院!冠县人民检察院!鄄城县

人民检察院!单县人民检察院

河南"

))

个)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郑州市二七区人

民检察院!新密市人民检察院!洛阳市人

民检察院!栾川县人民检察院!洛宁县人

民检察院! 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检察院!鲁

山县人民检察院! 汤阴县人民检察院!浚

县人民检察院!延津县人民检察院!长垣

县人民检察院!武陟县人民检察院!焦作

市人民检察院!许昌市人民检察院!禹州

市人民检察院!漯河市人民检察院!漯河

市源汇区人民检察院! 渑池县人民检察

院!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检察院!淅川县

人民检察院!邓州市人民检察院!南召县

人民检察院!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检察院!

商丘市人民检察院! 息县人民检察院!西

化县人民检察院! 沈丘县人民检察院!驻

马店市人民检察院! 遂平县人民检察院!

新蔡县人民检察院! 上蔡县人民检察院!

郑州铁路运输检察院

湖北"

))

个)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宜昌市人民检察

院!郧县人民检察院!荆门市人民检察院!

宜城市人民检察院! 赤壁市人民检察院!

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检察院!武汉市江汉区

人民检察院! 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检察院!

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十堰市人民检

察院!京山县人民检察院!云梦县人民检

察院!安陆市人民检察院!随州市人民检

察院!枝江市人民检察院!远安县人民检

察院!长阳县人民检察院!恩施市人民检

察院!团风县人民检察院!黄石市人民检

察院!阳新县人民检察院!鄂州市人民检

察院!竹山县人民检察院!南漳县人民检

察院!枣阳市人民检察院!崇阳县人民检

察院!荆州市人民检察院!松滋市人民检

察院!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院!潜江

市人民检察院! 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检察

院!老河口市人民检察院

湖南"

)*

个)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醴陵市人民检察

院!溆浦县人民检察院!株洲市人民检察

院!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长沙县人

民检察院!宁乡县人民检察院!长沙市岳

麓区人民检察院! 冷水江市人民检察院!

涟源市人民检察院!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检

察院!耒阳市人民检察院!常德市鼎城区

人民检察院!临澧县人民检察院!湘潭市

人民检察院! 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检察院!

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检察院!郴州市苏仙区

人民检察院!麻阳县人民检察院!永州市

人民检察院!祁阳县人民检察院!岳阳市

人民检察院! 邵阳市双清区人民检察院!

武冈市人民检察院! 郴州市人民检察院!

慈利县人民检察院! 吉首市人民检察院!

衡南县人民检察院!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检

察院!华容县人民检察院!安化县人民检

察院!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检察院!邵东县

人民检察院!祁东县人民检察院!新宁县

人民检察院!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

广东"

&&

个)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广州市越秀区人

民检察院!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广

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广州市白云区人

民检察院! 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检察院!汕

头市澄海区人民检察院!乐昌市人民检察

院!兴宁市人民检察院!博罗县人民检察

院!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中山市

人民检察院!江门市人民检察院!茂名市

人民检察院!化州市人民检察院!肇庆市

人民检察院!清远市人民检察院!饶平县

人民检察院! 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检察院!

揭东县人民检察院! 云浮市人民检察院!

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

广西"

))

个)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市

江南区人民检察院! 武鸣县人民检察院!

马山县人民检察院!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检

察院!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检察院!鹿寨县

人民检察院! 恭城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

院!全州县人民检察院!苍梧县人民检察

院!岑溪市人民检察院!藤县人民检察院!

北海市人民检察院! 合浦县人民检察院!

钦州市人民检察院! 灵山县人民检察院!

贵港市人民检察院! 桂平市人民检察院!

玉林市人民检察院! 北流市人民检察院!

平果县人民检察院! 德保县人民检察院!

乐业县人民检察院! 贺州市人民检察院!

钟山县人民检察院!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

检察院!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来宾市兴宾

区人民检察院!忻城县人民检察院!宁明

县人民检察院!龙州县人民检察院!柳州

铁路运输检察院

海南"

(

个)

三亚市人民检察院!儋州市人民检察

院!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检察院!海口市秀

英区人民检察院!文昌市人民检察院

重庆"

$)

个)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重庆市人民检察

院第四分院!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

院!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垫江县人民检察院!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人民检察院!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

民检察院!綦江区人民检察院!北碚区人

民检察院!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巴南区

人民检察院!渝北区人民检察院!江津区

人民检察院

四川"

(%

个)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宜宾县人民检察

院!达州市人民检察院!中江县人民检察

院!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检察院!巴中市人

民检察院!阆中市人民检察院!甘孜藏族

自治州人民检察院! 彭州市人民检察院!

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检察院!宜宾市人民检

察院!雅安市人民检察院!遂宁市人民检

察院!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金堂

县人民检察院!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检察

院!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检察院!荣县人民

检察院!简阳市人民检察院!通江县人民

检察院!大竹县人民检察院!广安市广安

区人民检察院! 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检察

院!隆昌县人民检察院!剑阁县人民检察

院!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检察院!乐山市市

中区人民检察院! 叙永县人民检察院!盐

亭县人民检察院! 乐至县人民检察院!古

蔺县人民检察院!渠县人民检察院!雅安

市名山区人民检察院!遂宁市船山区人民

检察院!武胜县人民检察院!攀枝花市西

区人民检察院!长宁县人民检察院!广元

市朝天区人民检察院! 仪陇县人民检察

院!峨嵋山市人民检察院!南江县人民检

察院!都江堰市人民检察院!成都市锦江

区人民检察院!梓潼县人民检察院!宣汉

县人民检察院! 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检察

院!绵竹市人民检察院!岳池县人民检察

院!犍为县人民检察院!合江县人民检察

院!达州市通川区人民检察院!南部县人

民检察院! 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检察院!夹

江县人民检察院

贵州"

$*

个)

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 贵阳市

白云区人民检察院 ! 息烽县人民检察

院 !赤水市人民检察院 !凤冈县人民检

察院 !普定县人民检察院 !六盘水市人

民检察院 !水城县人民检察院 !毕节市

七星关区人民检察院 !大方县人民检察

院 !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检察院 !思南县

人民检察院 !荔波县人民检察院 !凯里

市人民检察院!施秉县人民检察院!晴隆

县人民检察院

云南"

&'

个)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 昆明市西山区

人民检察院!鲁甸县人民检察院!威信县

人民检察院!师宗县人民检察院!罗平县

人民检察院!玉溪市人民检察院!玉溪市

红塔区人民检察院!澄江县人民检察院!

保山市人民检察院! 保山市隆阳区人民

检察院!腾冲县人民检察院!楚雄彝族自

治州人民检察院!楚雄市人民检察院!大

姚县人民检察院!泸西县人民检察院!文

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 普洱市

思茅区人民检察院!勐腊县人民检察院!

大理市人民检察院!南涧县人民检察院!

鹤庆县人民检察院!漾濞县人民检察院!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 !丽

江市人民检察院!临沧市人民检察院!临

沧市临翔区人民检察院! 凤庆县人民检

察院

西藏"

+

个)

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西藏自治区

人民检察院山南分院!西藏自治区人民检

察院阿里分院!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日

喀则分院! 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江

达县人民检察院!白朗县人民检察院

陕西"

$)

个)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蓝田县人民检察

院!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汉中市人

民检察院! 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检察院!宝

鸡市陈仓区人民检察院!咸阳市人民检察

院!旬邑县人民检察院!黄陵县人民检察

院!洛川县人民检察院!榆林市人民检察

院!子洲县人民检察院!汉中市汉台区人

民检察院

甘肃"

*

个)

天水市人民检察院!兰州市安宁区人

民检察院! 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检察院!

白银市白银区人民检察院!永昌县人民检

察院!永靖县人民检察院

青海"

(

个)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海南藏族自治州

人民检察院! 黄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检察

院!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检察院!门源回族

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宁夏
,%

个
-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盐池县

人民检察院!固原市人民检察院!石嘴山

市人民检察院

新疆"

.%

个)

阿勒泰地区检察分院!富蕴县人民检

察院!布尔津县人民检察院!伊犁哈萨克

自治州人民检察院! 奎屯市人民检察院!

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奇台县人民

检察院!玛纳斯县人民检察院!呼图壁县

人民检察院!昌吉市人民检察院!乌鲁木

齐市新市区人民检察院!乌鲁木齐市水磨

沟区人民检察院!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

民检察院!阿克苏市人民检察院!库车县

人民检察院!乌苏市人民检察院!沙湾县

人民检察院!阿图什市人民检察院!克拉

玛依市独山子区人民检察院!焉耆回族自

治县人民检察院! 叶城县人民检察院!吐

鲁番地区检察分院! 石河子市人民检察

院!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检察院

兵团"

)

个)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检察分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检察分院!霍城

垦区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