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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站式”接待更规范
江西出台意见保障规范律师执业权利

本报讯 !记者欧阳晶 通讯员蔡秀珍 李涛" 记者日前从江西

省检察院了解到!该院与江西省司法厅最近联合下发"关于保障和规

范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行使会见#调查取证和阅卷权利的若干意见

$试行%&!为保障和规范律师执业权利提供制度依据'

该"意见&包括保障和规范律师会见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及强

化监督管理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为保障和规范律师阅卷权建立起预约制度!"意见& 规定检察机

关建立互联网
!!

和电话预约律师接待平台!为辩护律师办理阅卷#

递交申请等有关事项提供咨询#预约便利!同时还规定!免收承办法

律援助案件的辩护律师的打印#复印工本费(

据了解! 修改后刑诉法实施以来! 江西省检察机关更新执法理

念!保障和规范律师的执业权利!

"#$%

年
&

月以来在案件管理部门中

积极推行)一站式*接待服务!全面推出互联网)

!!

律师接待平台*!

实现该省三级检察机关案管部门互联互通!工作时间实时在线!为律

师办理阅卷+递交申请等有关事项提供事先的咨询#预约服务(

同时! 江西省检察机关案管部门全部开展了接待辩护人# 诉讼

代理人工作( 该省检察院案管办对符合阅卷条件的律师! 在
'

分钟

之内提供阅卷服务! 截至目前共接待阅卷律师
(('

人次! 帮助律师

复制# 打印# 拍照案卷材料
)*+#

余页! 平均办理时间不超过两个

小时(

柯汉民会见孟加拉
司法委员会主席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徐日丹"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柯汉民今天在京会见了孟加拉司法委员会主席苏伦德拉,库玛,辛

哈一行(

柯汉民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曹建明检察长对苏伦德拉,库玛,

辛哈一行来访表示欢迎(他说!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以来!两国

之间的信任# 友谊与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发

展!司法#检察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显著加强!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柯汉民向客人简要介绍了中国检察机关的性质#职能#机构设置

等情况(

柯汉民表示!全球化背景下!加强执法司法国际交流合作具有重

要意义( 中方愿意学习和借鉴孟方在执法司法方面的成功做法和有

益经验! 并希望与孟方执法司法机构一道! 开展更加紧密的交流合

作!共同致力于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

苏伦德拉,库玛,辛哈感谢柯汉民的热情会见! 表示将为两国司

法机关扩大交流#增进互信#加强合作作出努力(

海南省文昌市检察院近日成立!女检察官爱心宣讲

团"#走进锦山中学$文北中学等学校#为在校学生举行

主题为!远离犯罪#不要让青春失去色彩"的预防犯罪专

题系列讲座%

余曦摄

创新思路提高水平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三论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
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

"

本报评论员

物必先腐# 而后虫生% 保持党和国家的肌体健康# 反腐倡廉

必须常抓不懈% 检察机关要高度重视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 进一

步提高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水平#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

的新期待%

腐败不分大小多少#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人民群众才能

切实感受到反腐成效%治理腐败非一朝一夕之功#检察机关要善于总

结$科学谋略#真正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行贿乃腐败的重要诱

因#进一步加大打击行贿犯罪力度$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促

进社会征信体系建设#自是刻不容缓%!渎职之祸猛于虎"#安全生产$

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消极腐败尤其触目惊心#必须更加重视

查办渎职犯罪#促进国家工作人员勤政廉政%贪官外逃确乎当下反腐

的难点#要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充分运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大

力追捕外逃贪官的同时极力挽损%

反腐败斗争#既要惩治于既然也要防患于未然#标本兼治才能事

半功倍%目前#很多地方人大都出台了关于预防职务犯罪的决定$决

议和条例#检察机关应当抓住机遇#结合执法办案#进一步创新预防

思路#提升源头遏制腐败的法治化水平%预防不能单打独斗#更不能

空洞说教%必须深化侦防一体化建设#把预防与反贪$反渎工作紧密

结合起来#提高预防的主动性$及时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必须加大预

防宣传教育力度#深入机关$企业$乡村$学校$社区#通过动漫$微电

影$微信等新形式#以案释法$警钟长鸣#积极营造人人都反腐的社会

氛围#引导$督促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办事%

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水平高不高#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是

一个重要的判断指标%检察机关肩负法律监督职能#是惩治和预防腐

败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更要坚决落实!十个依法$十个严禁"#进一

步完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加强对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监督和

责任追究#切实做到!己身正#不令则行"%坚持服务改革发展大局#深

入研究新领域新案件新情况#依法妥善办理涉及企业的案件#慎重使

用强制措施#慎重扣押涉案财物#努力争取最佳办案效果%

决策部署若没有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 就只是空头支票% 各级

检察机关要凝心聚力$ 真抓实干# 把两会精神与百姓期盼结合起

来# 不断加强和改进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在反腐倡廉这场持

久战里夺取最终胜利%

三被告人翻供，警员当庭对质辩真相
宁波北仑：规范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工作

本报讯!记者屠春技 通讯

员赵璐 刘浪" 近日! 浙江省

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的检察官

依法出庭支持公诉一起涉嫌强

奸的刑事案件 ( 与以往不同的

是!出现在证人席上的不是普通

群众!而是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

局刑侦大队刑警王警官(

一起轮奸案 ! 三被告人均

当庭翻供 ! 庭审焦点直指公安

机关讯问口供真实性 ! 北仑区

检察院遂向法庭申请侦查人员

出庭作证 ( 承办此案的王警官

在宣读了作证誓词后 ! 详细说

明了讯问的过程 ! 并接受了公

诉人 # 辩护人和审判员的交叉

询问(

王警官对于控辩及审判员

的问题均能流畅回答 ! 充分证

明了取证的合法性 ! 揭穿了被

告人的翻供 ( 经当庭对质 ! 被

告人张云也承认不存在刑讯逼

供等非法取证情形 ! 在法庭最

后陈述阶段被告人张云对轮奸

情节供认不讳 ! 取得了良好的

庭审效果(

"#(%

年
"

月 ! 北仑区检察

院与区法院联合出台了 "侦查

人员出庭作证实施规则 $试

行%&! 明确规定了 )被告人作

无罪辩解 # 当庭翻供或者辩护

人作无罪辩护 ! 其内容涉及证

据合法性的 * 等六种情形下 !

侦查人员应当出庭作证 ! 并对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庭前准备

措施 # 庭审程序和保障措施进

行了细化规范(

)这是该制度实施以来的第

二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案件 (*

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表示 !

)在侦查人员出庭的案件中! 检

察机关指控犯罪更加有力!庭审

指控效果明显提高( *承办案件

的法官也认为!)侦查人员出庭!

对于法庭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了

很大帮助!确保了被告人及辩护

人对证据的质证权( *

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王俊国等三人
涉嫌违纪问题接受组织调查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

息!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王俊国"中版教材有限公司总经

理罗争玉"世界图书出版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跃明涉嫌

违纪问题被立案调查#

马总理称失联航班在南印度洋坠毁
据新华社吉隆坡

!

月
"#

日电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

日宣布!新的数据显示失联的马航
-.%/+

航班在澳大

利亚城市珀斯西部的南印度洋海域坠毁$ 纳吉布表示!根

据新的分析结果!

-.%/+

航班的%最终位置&是在珀斯西

部的印度洋$纳吉布还说!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已经提前将

这一消息告知了
-.%/+

航班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家人$

四川遂宁市市长何华章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新华社成都
!

月
"#

日电!记者叶建平" 四川省纪委

",

日通报!四川遂宁市委副书记"市长何华章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呵护
青春

新“愚公”登上检察讲台

“解剖麻雀”式预防

本报讯 !记者吴贻伙 "

)村民上蹦下跳 ! 我得满脸堆

笑*#)要让群众心里美!首先要

干部心里好* --

%

月
"(

日上

午! 记者在参加安徽省芜湖市

检察机关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先进事迹报告会时 !见

到了满脸皱纹# 操着一口方言

的胡太平(

胡太平是芜湖市南陵县何

湾镇龙山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

会主任(

(&

年前!他毅然放下每

年近百万收入的药材生意不

做! 回到村里立志做致富带头

人!一门心思为群众解难事#办

好事! 把一个僻远山村治理得

井井有条!被评为)最美基层干

部 *(胡太平谦称自己是 )山猴

子*#)泥腿子*! 但群众称他为

)新愚公*(

芜湖市检察院检察长胡胜

友听说了胡太平的事迹后 !特

地请他来给干警们传授群众工

作经验(

)做群众工作要讲和谐!既

不能让公安去逮! 又不能拿钱

收买! 唯一能做的就是放下面

子!靠人家墙角拐!牵人家的衣

服拐 $角 %*!)干村长 !当镇长 !

哪个不想听到群众鼓掌. 不管

是党代表!还是人大代表!都不

要忘了/三个代表0*--

胡太平随口蹦出来的一串

串接地气的话语! 不时引来台

下上百名检察官阵阵掌声 (芜

湖市检察院宣教科干警李秋方

对记者说!)新愚公* 讲的都是

大实话! 干的都是跟百姓贴心

的事!作为一名检察干警!同普

通百姓打交道! 身上就应该多

些这样的)土气*(

当天与胡太平一起登上讲

台的还有
%

名来自该市检察系

统的先进典型111全国最美检

察官入围奖获得者陈晓兰+ 全

国优秀公诉人陈蓉+ 芜湖市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成璨( 胡胜

友向记者说! 他们将以先进典

型为镜! 找差距+ 增动力+ 明

方向+ 改不足! 确保教育实践

活动取得实效(

本报讯!记者卢金增 通讯

员张涛 杨文强" )刘春立作

为林果站站长! 一开始也是害

怕!不敢收!后来施工队主动和

他套近乎!称兄道弟!他就放松

警惕了!最终走上了违法犯罪的

道路(所以交朋友一定要慎重2*

%

月
"(

日! 记者在山东省滕州

市检察院采访时看到!该市羊庄

镇政府组织
&+

多名机关干部到

该院接受廉政教育!检察官专门

选取了前几年发生在羊庄镇政

府的典型案例!采取)解剖麻雀*

的方式!还原当事人一步步沦为

)阶下囚*的过程'

结合当前开展的第二批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滕

州市检察院对发生在群众身边

的职务犯罪深入调研+剖析!梳

理总结出 )工程*+)涉农*+)国

有厂矿*等
*

个领域!

(+

个在当

地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 !搬

上课堂+搬上展板!并相继对相

关单位开展了
%+

余场 )点对

点*预防教育'

)检察官说得很透! 对照案

例!我们这些基层干部不仅脸红!

而且出汗'*该市荆河街道纪委副

书记杨列贞告诉记者')这比攥着

拳头宣誓更能震撼人心2*该镇政

府一名中层干部深有感触'

靠自编的教材! 该院搭建

起了职务犯罪预防村镇展室 +

厂矿展室等平台 !把 )请进来 *

参观和 )走出去* 宣讲结合起

来! 加强对重点领域干部的警

示教育')我们把查办和预防结

合起来! 办案后及时向案发单

位发出检察建议'*该院检察长

陈东对记者说!)同时深入进行

个案剖析!有的放矢!将预防工

作做到基层干部的心坎上'*

加强协作形成打击合力
河南专项立案监督破坏环境资源和危

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

本报讯!记者高传伟 吕峰"

要定期召开检察机关+公安机关+

行政执法机关共同参加的联席会

议! 互通工作情况--河南省检

察院日前召集该省三级院侦监+

公诉+反贪+反渎等部门负责人!

并邀请公安+商务+环保等
(+

余

家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一起商讨

共同打击破坏环境资源和危害食

品药品安全犯罪问题'

根据高检院部署!从
%

月中

旬开始!河南省检察机关开展了

为期
&

个月的)破坏环境资源和

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

案监督活动'河南省检察院结合

实际! 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要

求该省检察机关通过走访公安

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查询两法

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关注新闻媒

体报道等多种途径!对近年来破

坏环境资源和危害食品药品安

全的行政处罚案件进行梳理!认

真排查有案不移+ 有案不立+以

罚代刑等案件线索!督促行政执

法机关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涉

嫌犯罪案件!监督公安机关对涉

嫌犯罪案件及时立案查处'

河南省检察院要求!在专项

活动中要加强内部各部门以及

与行政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形

成打击合力'下级院要加强信息

报送! 上级院要加强业务指导!

重大疑难案件实行上级院挂牌

督办!以排除部门保护和干扰阻

力'同时!定期召开检察机关+公

安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共同参加

的联席会议! 互通工作情况!研

究解决问题!形成打击合力'

中央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兰考重要讲话精神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近日! 中央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时讲话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把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摆在突出位置!推进教育实践活

动深入开展!推动全党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司法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
“法治中国”建设迈出重要步伐

"

新华社记者 杨维汉

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

轨道解决!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

度!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

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是重中之重'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深化司法体

制改革描绘了蓝图'各级政法机

关大胆实践 +勇于探索 !一项项

改革措施的出台!一个个具体任

务的实施!把改革积极稳妥向前

推进'

诉访分离#维护司法权威

涉法涉诉信访是改革中一

块难啃的)硬骨头*'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把涉法涉

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

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依法处理涉

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 要求实

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把涉及民

商事+行政+刑事等诉讼权利救济

的信访事项从普通信访体制中分

离出来!由政法机关依法处理'

这项改革举措牵动人心'近

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

以案件形式进入司法领域!出现

了诉讼与信访交织+法内处理与

法外解决并存的状况!少数群众

)信访不信法*甚至)以访压法*!

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

去年
(

月开始!全国政法机

关分批进行涉法涉诉信访改革

试点!去年
(+

月在全国推开!围

绕涉法涉诉信访事项的 )入口+

办理+出口*等环节!中央政法机

关基本形成了依法按程序办理

信访问题的)路线图*'

)经过探索实践! 群众到党

政信访部门反映涉法涉诉信访

问题的少了!选择司法渠道进行

申诉的多了'* 中央司法体制改

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说 !

)各种社会矛盾! 最终还是要在

规范的+法律的轨道上解决'*

严格规范$减假保%#强

化监督制度

减刑+假释本是激励入狱者

)重新做人*!但实践中有时异化

为刑罚执行腐败的)后门*'今年

"

月!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紧急

叫停了
(%'

件减刑+ 假释案件!

罪犯黄少雄&广东省委统战部原

副部长'等多起减刑案件!因)执

行刑期未满
%

年*被退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提出!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

就医程序 !强化监督制度 '为了

进一步推动这项改革 ! 今年
"

月!中央政法委出台了关于严格

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

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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