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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部门开展打击新闻敲诈专项行动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中宣部等
!

部门近日

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新闻敲诈和假

新闻专项行动!并通报一批媒体采编人员及假记者"假媒

体新闻敲诈典型案例!以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坚决遏制新闻敲诈蔓延的势头!进一步规范新闻传播

秩序#

涉嫌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故意杀人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

刘汉、刘维等36人涉黑案一审开庭
新华社湖北咸宁

!

月
!"

日

电 !记者杨维汉 邹伟 李鹏

翔" 刘汉!刘维等
"#

人涉嫌犯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以及故意杀人罪! 包庇!纵

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案件"于

"$

日由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咸宁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

控"

$!!"

年以来" 被告人刘汉与

刘维!孙晓东!另案处理"等人通

过在四川广汉! 成都和上海!重

庆等地开设赌博游戏机厅!经营

建材! 从事期货交易等活动"逐

步积累经济实力$自
$!!%

年起"

刘汉%孙晓东在四川省绵阳市注

册成立四川汉龙&集团 '有限公

司!简称#汉龙集团$""并以汉龙

集团及其他经济实体为依托"伙

同刘维先后网罗了被告人唐先

兵%仇德峰%刘小平%缪军等人 "

逐步形成了以刘汉和刘维%孙晓

东为首的较稳定的犯罪组织$该

组织人数众多"组织者 %领导者

明确" 骨干成员固定$ 刘汉%刘

维% 孙晓东为该组织的组织%领

导者(被告人唐先兵 %刘小平等

$&

人为骨干成员( 被告人刘岗%

李波等
'&

人为一般成员# 该组

织内部分工明确"刘汉负责决策

和指挥整个组织的运转"孙晓东

负责执行刘汉指示及汉龙集团

日常经营管理"刘小平负责汉龙

集团财务管理"通过汉龙集团及

其关联企业的经营活动聚敛钱

财"以商养黑(刘维主要负责领

导曾建军%陈力铭 %文香灼等人

充当打手或保镖"为该组织排挤

打击对手"以黑护商 #该组织通

过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或者其他手段获取巨额经济利

益"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

咸宁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被

告人刘汉%刘维等人无视国家法

律" 聚集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

织"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

获取经济利益并用以支持该组

织的活动"同时以暴力 %威胁等

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故意杀

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

索%寻衅滋事%非法买卖枪支%非

法持有枪支%弹药等违法犯罪活

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

称霸一方"在当地和采砂等行业

形成非法控制和重大影响"严重

破坏了经济% 社会生活秩序"其

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 %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

咸宁市人民检察院指出"被

告人刘汉%刘维等人的行为触犯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等法

律"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应当以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 "故意伤

害罪"非法拘禁罪 "非法买卖枪

支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串

通投标罪"非法经营罪 "敲诈勒

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 "妨害公

务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

窝藏罪"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

融票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

负责人介绍"为依法查清案件事

实" 充分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

提高庭审效率"检察机关对刘汉

等
(#

人分
%

案提起公诉" 咸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时立案受理"

在
%

个审判庭同步公开开庭审

理案件$ !下转第二版"

“课堂小结”防开小差

!

本报记者 徐德高

通讯员 邹 越

+非常感谢洪科长的精彩授

课"下面进入,课堂小结-$既然今

天是金融业务知识讲座"那我们就

和数字打一次交道"请工号为
$)

!

(!

!

*%

的干警进行小结吧../

(

月
'*

日"在江苏省如皋市

检察院举办的+金融知识与职务

犯罪侦查/ 专题实务讲座中"当

应邀前来的该市农村商业银行

财务会计科科长洪月华结束授

课后"主持人用现场随机点工号

的方式"挑选干警进行 +课堂小

结/$被点到的干警或谈收获%或

提问题%或讲打算 "授课人则针

对干警的所思所感所疑"不时地

点拨补充"答疑解惑 "让会场的

学习研究氛围愈加浓厚$

早在一个月前"如皋市检察

院在组织开展检察春训活动时"

为改变有的干警参加培训时+在

位不在听%在听听不进 %听后无

反应/的现象"开始推行+课堂小

结/制度"规定凡是院内举行的

教育培训活动"都将由主持人随

机指定一至三名干警对课堂内

容进行小结$

而+课堂小结/ 第一次试水

时 " 还真让个别干警出了 +洋

相/$ 那是一堂职务犯罪侦查业

务讲座 " 主持人随机指定了
(

名干警对课堂内容进行小结 "

不料其中一名干警明显准备不

充分"说话结结巴巴 "小结内容

也让人听得云里雾里$看到这样

的情形"干警们纷纷表示0+以后

培训可不敢开小差了$/

+,课堂小结-的随机性"保证

大家都有可能被选中发言"督促大

家都带着压力听课"有压力就有了

听课的动力和学习的效率"就能保

证听有所获"学有长进$/如皋市检

察院检察长何强说$如今"带着笔

记本早早地来到培训活动会场"认

认真真地听讲" 仔仔细细地作记

录"为+课堂小结/作充分准备"渐

渐成为该院干警的习惯$

惠农补贴不能留有政策空子
!

一 苇

大到手扶拖拉机%挖坑机&小到太阳能杀虫灯&纷纷钻政策空

子&大肆套取农机补贴&造成国家补贴资金巨额流失'(据江西

省检察院披露&去年该省查办的农机领域腐败系列案件中&

'&

名

农机局长先后落马)

短短一年间&仅在一省范围内&就有
'&

名农机局长因套取

农机补贴被查处&全国又会是个什么情况*想想都让人吃惊)

把关不严+监督不力%权力过于集中%补贴申领暗箱操作((上

述发案原因&其实不用办案人员分析总结&常人也可以想到)让人不

解的是,常人可以想到&为什么补贴政策的制定者反而想不到呢*假

如出台政策时就提前防范&同步推出配套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里&让有心腐败者无可乘之机&何至于出现今天这种局面*

农机补贴只是国家惠农补贴中的一项&其他补贴包括已经推出

的及尚在酝酿中的&还有很多)未雨

绸缪也好&亡羊补牢也罢&当务之急

是织密制度的篱笆% 堵上政策的空

隙&唯其如此&才能从源头上杜绝腐

败行为&把好钢真正用在刀刃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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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法学教育高端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李微"

(

月
'!

日!首届全国法学教育

高端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 论坛核心议题为课程改革!主

要涉及案例教学课程%实务实习课程及论文写作课程三方

面内容$此外!研究生教育"法律硕士的培养模式等其他与

教学改革紧密相关的议题也得到了充分研讨$ 来自全国

'+

个法学院校的近
%&

名一线教师参加了本次论坛$

谷俊山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
滥用职权犯罪案提起公诉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涉

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案"军事检察院于
'&$+

年
(

月
($

日向军事法院提起公诉$

中
央
党
的
群
众
路
线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领
导
小
组
发
出
通
知

学
习
弘
扬
焦
裕
禄
精
神
践
行
﹃
三
严
三
实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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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学习弘扬焦裕

禄精神% 践行 +三严三实/ 要求的通知*"

要求各级党委 !党组"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讲话精神" 推动党员干部大力学习弘

扬焦裕禄精神% 自觉践行 +三严三实/ 要

求" 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通知* 指出"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践行 +三严三实/ 要求" 与解决 +四风/

突出问题是有机统一的整体" 是开展教育

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 有力抓手和实践载

体$ 各级党委 !党组" 要充分认识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 践行

+三严三实/ 要求" 对于深入开展教育实

践活动" 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 巩固党的

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重大意义" 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要求上来$ 要通过

中心组学习等方式"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 组织观看电影 )焦

裕禄*" 引导党员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

禄精神" 自觉践行 +三严三实/ 要求" 着

力解决 +四风/ 突出问题$

)通知* 强调" 要把学习弘扬焦裕禄

精神% 践行 +三严三实/ 要求贯穿第二批

教育实践活动全过程$ 在学习教育% 听取

意见中" 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密切

联系焦裕禄精神和 +三严三实/ 要求" 分

专题开展集中学习研讨" 走进基层面对面

听取群众意见" 在深化认识中触动思想灵

魂$ 基层党组织要采取灵活多样方式开展

学习讨论$ 在查摆问题% 开展批评中" 要

以焦裕禄等先辈先进为镜" 紧紧围绕 +三

严三实/ 要求" 对照检查思想境界% 素质

能力和作风形象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找准

+四风/ 方面的突出问题" 认真开展批评

和自我批评$ 在整改落实% 建章立制中"

要坚持思想上严起来% 整改上严起来% 正

风肃纪上严起来" 既立足当前" 从自身改

起% 从现在改起% 从具体事改起" 立说立

行% 即知即改( 又着眼长远" 建立健全相

关制度" 持之以恒抓好执行" 推动学习弘

扬焦裕禄精神% 践行 +三严三实/ 要求长

效化$

)通知* 指出" 以学习弘扬焦裕禄精

神% 践行 +三严三实/ 要求为载体深化第

一批教育实践活动整改工作$ 要按照学习

弘扬焦裕禄精神 % 践行 +三严三实 / 要

求" 进一步查找思想上% 作风上的差距"

查找整改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 从严从实

推进深化整改$ 对已经整改的事项" 要跟

踪问效% 持续用力" 不断巩固扩大整改成

果" 防止 +反弹/%+回潮/( 对正在整改的

事项 " 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 扎实推进

落实 " 防止降格以求 ( 对尚未整改的事

项" 要加大力度" 明确时间表% 任务书%

责任人 " 防止不推不动 % 束之高阁 $ 要

推动整改措施和规章制度在基层落地生

根 $ 第一批活动单位对第二批活动中发

现的问题要主动认领" 自己改% 积极改%

联动改$

)通知*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践行+三严

三实/要求"示范推动教育实践活动$ 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把

焦裕禄作为立身立行立言立德的标杆和榜样"带头学深悟透%深查细

照%笃行实改$ !下转第二版"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公布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条例自

'&$+

年
#

月
$

日起施行$ 条例就医疗器械产品注册与备

案%医疗器械经营与使用%监督检查等方面作了规定$条例

对违法生产%经营%使用医疗器械及违规开展医疗器械临

床试验%发布虚假医疗器械广告等行为规定了法律责任$

安徽：“两法衔接”驶入快车道
去年以来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475件

本报讯!记者吴贻伙 通讯

员刘俊" 在知识产权及食品药

品等重点领域建立相关工作制

度"通过开展打击侵权假冒等多

个专项行动监督行政执法机关

移送案件"同时强化协调推动信

息共享平台建设..在安徽省

检察院的积极推动下"目前该省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

开始驶入+快车道/$

'&$'

年"安徽省检察院会同

该省打假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

门"推动出台了有关打击侵犯知

识产权领域+两法衔接 /工作方

案" 首次明确规定了联席会议%

案件移送 % 案件咨询 % 走访检

查%定期培训等制度"该省+两法

衔接 / 工作随即正式启动 $ 之

后" 该院又通过会签或联合转

发文件等方式 " 在相关重点领

域建立起 +两法衔接 / 工作制

度 $ 目前 " 安徽省多数地市检

察机关均与当地有关行政执法

单位构建起重点领域 +两法衔

接/工作机制$

该省检察院还与省打假办

等有关部门通力协作"对全省三

级+两法衔接/信息平台建设统

一规划% 同步推进"并将信息平

台覆盖到所有行政执法机关 $

在此项工作开展较早的滁州市"

覆盖全市的信息共享平台已率

先投入使用 " 初步实现了案件

网上移交 % 网上通报 % 网上监

督$

'&$(

年以来" 滁州检察机

关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

犯罪案件占全省总数的六分之

一以上$

与此同时"安徽省检察机关

以打击侵权假冒%危害食品安全

犯罪专项立案监督等有关专项

行动为突破口" 通过调查走访%

查阅卷宗等形式"摸排出大批涉

嫌犯罪案件"并督促行政执法机

关移交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

年以来共监督移送涉嫌犯罪案

件
+%)

件$

两高一部出台意见严惩非法集资犯罪

依法追缴帮助吸收资金人员好处费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

者徐日丹 " 最高人民法院 %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日前联合

下发)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

!下称 -意见."$)意见* 明确指

出"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

属于违法所得$以吸收的资金向

集资参与人支付的利息%分红等

回报"以及向帮助吸收资金人员

支付的代理费%好处费 %返点费

等费用"应当依法追缴$

非法集资犯罪近年来持续

高发" 严重扰乱国家金融秩序"

侵害人民群众财产权益"影响社

会稳定$

'&$&

年
)

月" 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 )关于

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

追诉标准的规定
,

二
-

*!下称-追

诉规定 !二 "."对非法集资的追

诉标准作出明确规定$ 同年
$'

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 )关于审

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

释.""对非法集资相关的各种犯

罪的法律适用作出了具体规定$

但随着非法集资犯罪手段的不

断翻新"实践中影响司法准确认

定的新情况 % 新问题也不断出

现"如吸收资金过程中 +向社会

公开宣传/的认定 %涉案财物的

追缴和处置%跨区域案件的管辖

等等"增加了非法集资犯罪案件

的办理难度$对此 "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就

非法集资相关法律问题深入调

研" 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

在)追诉规定&二'*和)解释*的

基础上"制定该)意见*$

)意见*明确规定")解释*第

一条规定的吸收资金过程中+向

社会公开宣传/" 包括以各种途

径向社会公众传播吸收资金的

信息"以及明知吸收资金的信息

向社会公众扩散而予以放任等

情形$

)意见* 要求" 将非法吸收

的资金及其转换财物用于清偿

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 " 如他人

明知是上述资金及财物而收取

的 " 或他人无偿取得上述资金

及财物 % 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

格取得上述资金及财物 % 取得

上述资金及财物系源于非法债

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等情形"

应当依法追缴$

)意见* 明确规定" 跨区域

非法集资刑事案件 " 在查清犯

罪事实的基础上 " 可以由不同

地区的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分别处理 $ 对于分别

处理的跨区域非法集资刑事案

件 " 应当按照统一制定的方案

处置涉案财物$

!#意见$全文详见三版"

习近平同欧洲理事会主席举行会谈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

!

月
!"

日电 !记者魏建华 钱彤"

国家主席习近平
($

日在布鲁塞尔同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

举行会谈$双方就新形势下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广泛

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强调!要从战略高度看

待中欧关系!将中欧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结合起

来!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

专题接访
为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

月
'#

日& 重庆市涪陵区检察

院干警来到焦石镇参加政法与安全稳定/一线工作日0专题接访活动&共接待

群众
+&

人次&发放法制宣传资料
$)&

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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