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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收购旧胎
小作坊里翻新

低价收购旧轮胎进行翻新!在

未作任何检测的情况下 ! 大量销

售 "近日 !经福建省福清市检察院

提起公诉 !法院以生产 #销售伪劣

产品罪判处被告人翁木春有期徒

刑八个月! 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
!

万元"

"##$

年!翁木春在福清市宏路

街道东坪村开办了一家旧轮胎翻新

加工厂!他雇用两名工人!将低价收

回来的旧轮胎通过打磨#挤压#硫化

等一系列工序! 摇身一变成了新轮

胎!并通过各种渠道销售出去"时间

一长! 周边的补胎店都知道该加工

厂收购旧轮胎! 平日就会主动将旧

轮胎运到该厂! 有时大货车司机也

会把自己的轮胎拿过来加工翻新"

截至案发! 该厂通过销售翻新轮胎

非法所得达
%&

万余元"

据了解!该加工厂在旧轮胎翻

新过程中 ! 没有任何质量鉴定环

节$ 既没有进行气压人工检验!也

没有对翻新轮胎的速度等级和负

荷能力进行确定"公安机关现场扣

押的翻新轮胎!经检测为不合格产

品" !刘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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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仍不知悔改!听闻盗窃犯

罪的数额标准大幅提高后心存侥幸再次犯

罪"近日!犯罪嫌疑人顾金服被江苏省扬中

市检察院批准逮捕"

顾金服今年
'"

岁 ! 可谓劣迹斑斑 "

%($#

年他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

年! 服刑期间又因犯脱逃罪和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零六个月!刑满释放后又连续
)

次犯盗窃罪被判刑!直

到
"##(

年
&

月再次刑满释放"年近半百的顾金服终于醒

悟了!找了一份烧锅炉的工作!和母亲#女儿一起过着平

淡却安稳的日子"

"#%&

年
*

月!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提高了数额标

准!获知这一情况的顾金服又蠢蠢欲动了"他寻思着盗窃

来钱快!即使被抓获也判不了多久的刑!因此再次选择了

铤而走险"

"#%&

年
%%

月#

%"

月! 顾金服先后
!

次盗窃烟

酒店!窃得香烟和酒价值共计
&+!

万元"

!冷雯娟 闫博"

骗走哑女卖外地 无良同乡被判刑
为了获利! 安徽两男子将同乡

的一名哑巴妇女骗出! 带到河南卖

给他人为妻"近日!经河南省虞城县

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最终以拐卖

妇女罪分别判处修中福# 栾记叶有

期徒刑六年#有期徒刑五年!并各处

罚金
%

万元"

"#%&

年
$

月!安徽人修中福与栾

记叶两人预谋!由修中福以闲玩吃饭

为名将同乡修某骗出!在将修某弄醉

后!两人以帮忙找工作为由将修某的

哑巴妻子骗至河南 " 他们准备以

)###

元价格将被害人卖给河南省虞

城县某村民王某为妻!王某预先给付

了修中福
%###

元"案发后一个月!公

安机关解救出了被卖哑女!并将修中

福#栾记叶两人抓获"

法院经审理认为! 修中福与栾

记叶以出卖为目的!采取诱骗手段!

拐卖妇女! 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妇女

罪!且系共同犯罪!鉴于被告人归案

后能如实供述! 结合其犯罪情节和

社会危害程度! 法院依法作出上述

判决" !程安营 王莉"

租来农地不种田 违规建房触刑律
以种植的名义租用农用地!而

后擅自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 致使

耕地原有耕作层# 农田基础设施被

毁!难以恢复"近日!浙江省东阳市

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对

马淳盛批准逮捕"

"##(

年
%"

月! 马淳盛与东阳

市南马镇某村签订了一份合同!某

村村委会将
%#+)*

亩地租给马淳

盛" 合同中明确承租地只能用于种

植!承租人改为其他用途时!需经有

关部门批准"

马淳盛经营一家红木家具厂!

拿到承租地后!

"#%#

年
*

月! 未经

批准擅自在该地段动工建造厂房!

违法占地面积达
"!($

平方米"

"#%%

年! 东阳市国土资源局对马淳盛非

法占用土地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责令马淳盛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

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

物!并处以每平方米
"#

元的罚款共

计
'

万余元"

马淳盛交完罚款后! 没有在限

期内拆除违法建筑物 "

"#%"

年
&

月! 马淳盛又擅自在承租地上扩建

展厅#厂房等"东阳市国土资源局先

后
)

次向马淳盛发出停止建厂房行

为的通知书! 马淳盛对通知置若罔

闻"

经鉴定! 被马淳盛毁坏的农用

地面积达
!)$(

平方米!该地块原有

耕作层#农田基础设施被毁!达重度

损毁程度" !吕珍 陈阳红"

祭祀逝者祈平安 不料失火惹大祸
本想着给逝去的亲人烧点纸钱

祈求平安!却未想到招来牢狱之灾"

近日! 经安徽省岳西县检察院提起

公诉! 法院以失火罪判处被告人方

诗龙有期徒刑六个月"

方诗龙系安徽省岳西县毛尖山

乡村民!过小年祭祀是当地的乡俗"

"#%*

年
%

月
"*

日正值农历小年 !

方诗龙和其亲属到其逝去的亲人坟

山进行祭祀活动!以祈求平安"进行

祭祀活动中!方诗龙在燃放礼炮时!

礼炮倒地! 礼花冲进周围的茅草丛

中!引发森林火灾!烧毁林地近
%'#

亩!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

余万元"

%

月
"!

日!方诗龙主动向岳西

县森林公安局投案"庭审时!方诗龙

为自己的行为悔恨不已"

!汪红菇"

【罗城县检察院】

开展纪律作风专项督察
本报讯%本报记者邓铁军 通讯员廖启锋$ 广西壮族自治区罗

城仫佬族自治县检察院日前启动!纪律作风专项督察周"活动#由纪

检$政工$办公室等部门人员组成督察组%采取不打招呼$突击检查$

拍照录像的方法%逐楼层$逐办公室对干警在岗在位和执行工作纪律

情况进行专项督察#督察内容包括工作纪律$工作作风$警车规范管

理等#罗城县检察院针对督察发现的问题将上网通报#

&

月
"'

日#江西省大余县检察院组织该院党员干警#到该县烈

士陵园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重温入党誓词#缅怀革命先烈#激励党员

干警再创新业绩#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本报记者欧阳晶 通讯员王文源摄

【耒阳市检察院】

“三联三促”服务群众面对面
本报讯"记者汤维骏 通讯员祝艳华 曹后立$

&

月
")

日%湖

南省耒阳市检察院干警联合机关$乡镇干部%深入
%(

个乡镇
''

个村

走访调研%通过!检察干警联村促矛盾纠纷化解%机关干部联村促民

生实事办理% 乡镇干部联村促村级经济发展的三联三促" 大走访活

动%面对面地服务群众#该院干警在当地干部及村民的协助下%主动

排查和收集基层的矛盾纠纷线索% 建立专门台账% 掌握各方利益诉

求%促使各方在合法$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并实际履行%切实解决

群众矛盾纠纷#

细节细节，还是细节
江苏滨海：办案安全“25条”面面俱到抠细节

本报讯 "记者卢志坚 通

讯员张清鸿 李文浩$ 近日!

江苏省滨海县检察院在查办盐

城市原面粉厂孙某等人系列受

贿#贪污大案时 !反贪干警在例

行安全检查中!从一名犯罪嫌疑

人鞋垫下搜出一个刮胡刀片!一

颗危及办案安全的 %炸弹 &被及

时%拆除&" 这只是该院执行'办

案安全注意事项
"'

条( 防范办

案安全事故的一个事例"

近年来!滨海县检察院始终

高度重视职务犯罪办案安全防

范风险源点!坚持把办案安全防

范工作作为执法办案的首要前

提" 修改后刑诉法对职务犯罪侦

查工作的精细规范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该院在办案中发现!一

些办案安全的%细节&问题!没有

引起部分新进干警的足够重视!

反而习以为常" 这引起了该院领

导的警觉$这些貌似平常的 %小

毛病&! 随时可能引爆安全事故

这颗%大炸弹&"

%将办案中的点滴细节整理

形成规范!时刻提醒干警注意) &

"#%&

年
&

月!该院在落实新老干

警进行%

%,%

&结对指导办案的基

础上!提出了强化用制度管人的

思路! 专门组织反贪# 反渎#预

防# 警务等部门干警召开会议!

从被调查人被带至讯 *询 +问室

前检查室内物品这一环节开始!

逐一排查办案安全隐患和漏洞!

详细列出办案各个节点要求!通

过进一步推敲提炼 ! 最终形成

'办案安全注意事项
"'

条 ("

%安排谈话对象休息时 !要求头

朝外!双手置于被褥外面 !防止

用被蒙头&,%办案人员不得向犯

罪嫌疑人提供含有骨 # 刺的饭

菜&--该注意事项内容涵盖讯

*询+问#看护#给药#处置突发事

件等各个方面!基本实现办案过

程全覆盖"

该院参与办案的干警人手

一份 ! 逐条对照 ! 严格执行 !

将许多安全隐患排除于萌芽状

态 " 该院去年查处的一起受贿

案的犯罪嫌疑人华某系长期潜

逃被抓获归案 ! 华某虽已年过

六旬 ! 但身材魁梧 ! 且自称身

体硬朗 " 办案人员在对华某例

行健康检查时发现其可能患有

一些老年病 ! 后专门邀请医生

为其体检 ! 查出华某已患有高

血压 # 高血脂以及糖尿病等疾

病 " 办案人员严格按照注意事

项要求 ! 专门制作华某给药服

药登记表 ! 每次服药后均由华

某在录音录像镜头下签字 " 经

过一段时间后 ! 华某身体健康

状况明显改善 " 受办案人员的

细致 # 规范和人性化执法的感

化 ! 华某如实交代了自己全部

犯罪事实! 使该案顺利侦破"

'办案安全注意事项
"'

条(

出台以来 ! 该院共查处职务犯

罪案件
"!

起! 未发生一起安全

事故 ! 办案中及时消除多起安

全隐患! 有效保证了办案质效"

上海：首份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上网公开
本报讯 "记者林中明 通讯

员章雯$ 日前! 上海市奉贤区检

察院门户网站上公开了该院不予

抗诉一起刑事申诉的法律文书"据

了解!这是今年上海市检察机关深

化检务公开#推行终结性法律文书

公开试点工作以来上网公布的第

一份不支持监督申请法律文书"

申请人胡某
"#%%

年
&

月代理

上海奉贤某公司
%#

名职工打讨薪

官司!经法院调解成功" 然而!胡

某却伪造了原告授权委托书签

名!先后分两次从法院骗领被告

的支付款
)

万元! 用于个人消费"

为躲避委托人!胡某独自去了江

西打工!并更换了手机号!切断与

%#

名委托人的联系"几个月后!受

到警方通缉的胡某投案自首!如

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

年
&

月
)

日!经奉贤区检

察院依法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

罪判处胡某有期徒刑一年零六

个月! 并处罚金
&

万元" 胡某不

服! 于
"#%&

年
%%

月
'

日到奉贤区

检察院申诉!称其行为不构成诈

骗罪!应以民事纠纷处理!且罚

金数额过高! 要求检察机关抗

诉" 该院受理后!查看了全案卷

宗材料!当面听取了胡某陈述的

申诉事实和理由!对全案进行复

查!认为原判决定罪量刑并无不

当!因此决定对申请人胡某的申

诉不予抗诉!并按照本院关于法

律文书互联网公开查询办法!在

该院的门户网站进行公开"

今年以来!奉贤区检察院作

为上海市检察机关深化检务公开

的试点单位之一!出台了一系列

加强内部#外部监督的制度!制定

了相关法律文书通过互联网公开

查询实施细则!规定对作出的不

起诉#不支持监督申请等终结性

法律文书! 除涉及国家秘密#个

人隐私等不需要公开之外!都要

在网上公开!接受当事人和社会

公众的查阅和监督"同时还对操

作流程#责任部门等都作出明确

规定!以提高司法公信力"

江西婺源：开通官方微信助推阳光检务
本报讯 "特约记者黄作颖

通讯员张涛 董少武$ %阳光

检务又添新举措!微友扫描二维

码!或是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正

义婺源/! 不仅能接收到我们每

日推送的信息!还可进行举报预

约#在线查询服务并实现互动"&

日前!江西省婺源县检察院开通

%正义婺源&微信服务!搭建网络

联系群众的新平台"

近年来!该院充分发挥新媒

体作用!努力提高检察宣传的覆

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深化检务

公开! 不断增强检察工作透明

度!%正义婺源&微信平台应运而

生" 为保证微信平台运行顺畅
-

规范信息发布
-

该院出台 '检务

微信公众平台运行实施办法 (

-

由
'

名青年检察官组成工作团

队
-

与微友们进行全方位 #零距

离的沟通互动"

记者了解到!该微信公众平

台定为每周二# 周四各刊发一

期!内容涉及检察动态#法治播

报#法律宣传等不同主题!可接

受控告#申诉!预约举报接待!提

供法律咨询!听取对检察工作的

意见建议!让微友随时享受一对

一#点对点的互动交流"此外!还

可加强与代表委员的沟通互动
-

方便代表委员了解检察动态!参

与检察活动"%我们的目标不仅

是把.正义婺源/微信平台办成

群众满意的检务公开平台!也要

把它打造成接受社会监督的好

渠道"&该院检察长喻志蕴说"

&

月
"'

日#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检察院以真实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为素材制作的广播剧%迷途的小马&在市广播电台播出#这也是该

市首部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为主题的广播剧$图为该院干警在录音

棚里制作该广播剧$ 赵宝仓 刘效金摄

指导
近日# 青海省检察院检察

长王晓勇&左二'到海西州检察

院调研# 指导该州检察机关深

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 王晓勇给检察干警作了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专题辅导报

告# 并广泛征

求基层干警对

检察改革的意

见建议$

本报记者

李维摄

病房里公诉
"

本报记者 沈 义

通讯员 王 朴

近日!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

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住院部五楼

%(

号病房!一场特殊的公诉即将

开始"

上午
(

点
"'

分! 彭水县检

察院公诉人童梅#廖建华走进病

房"随后!该县法院刑庭审判长#

书记员及被告人亲属先后走进

病房"

(

点
&#

分! 审判长宣布开

庭! 并告知被告人权利义务"接

着!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原来!躺在病床上的被告人

王某! 现年
&%

岁! 没有固定工

作!偶尔会帮助父亲照料医疗生

意!有正常的收入来源"然而!王

某不安心帮父亲料理生意!成天

在街上闲逛! 并经常酗酒"

"#%&

年
%"

月的一天凌晨
*

点! 喝完

酒的王某独自在街上闲逛"他发

现街边停着一辆没有上锁的摩

托车后 !顿生邪念 !将摩托车偷

走 " 经鉴定 ! 被盗摩托车价值

)(("

元"

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该院

因王某犯罪情节较轻且退还摩

托车! 依法对王某取保候审"取

保期间! 王某继续酗酒" 今年
&

月初!喝醉酒的他在公路边拦车

时 !不慎被撞伤住院 "鉴于王某

伤势特殊!颈部受伤"!不能随意

移动且需要较长时间治疗!出于

人文关怀 ! 该院积极与法院协

商!决定将开庭审理地点设在医

院病房"

%被告人王某犯盗窃罪 !依

法判处拘役六个月! 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
%

万元"& 经过法庭审

理后! 当天上午
%#

点
%#

分!审

判长当庭进行一审口头宣判"

审判结束后!王某流下悔恨

的眼泪"在场旁听的医护人员和

群众!对司法机关人性化办案予

以赞赏"

"上接第一版$其中!第一至第六合议庭分别在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咸安区人民法院#通山县人民法院#赤壁市人民法院#嘉鱼县人民法

院等地点审理刘汉#刘维#曾建军等被控犯罪案件"第七合议庭在咸

安区人民法院第二审判法庭审理刘学军等
&

人涉嫌犯包庇# 纵容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等一案"为了保证本案刑事部分审理的连续性!咸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对刑事部分和附带民事部分分开进行审理"此

次庭审只针对刑事部分进行审理"

&%

日的庭审过程中!

"!

名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

&)

名被告人及

其
'#

名辩护人等到庭参加诉讼"在审判长主持下!公诉人#辩护人分

别向被告人讯问#发问!法庭对起诉书指控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的事实进行调查!部分被告人对指控罪名无异议!部分被告

人否认指控"被告人亲属#被害人亲属#群众代表和媒体记者等
'##

多人旁听了庭审"

据了解! 该案由咸宁市人民检察院于
"#%*

年
"

月
"#

日向咸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指定管辖决定书立案受理后!及时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依法告

知并充分保障了其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被告人委托的
*(

名辩护人

在庭前充分会见了被告人!并查阅了全部案卷"开庭前!咸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召集了有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

参加的庭前会议!就案件管辖#回避#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

问题交换了意见!对部分问题达成了共识"

"上接第一版$要查修身严不严!看是否做到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

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

风邪气,查用权严不严!看是否做到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

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

私,查律己严不严!看是否做到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

省!遵守党纪国法!为政清廉"要查谋事实不实!看是否做到从实际出

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

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查创业实不实!看是否做到

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

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查做人实不实!看是否做

到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

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带头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通知(强调!要以焦裕禄精神和%三严三实&要求!组织推进教育

实践活动"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严格按照标准部署落实活动!严格按

照规定程序步步推进!严格按照标准进行督促检查!使每个环节#每

项工作都符合中央要求"要做到务实求实!把活动同促进改革发展结

合起来!在转变作风中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要见事也要见人!防止

用兴办实事来代替解决作风问题的倾向! 防止只注重解决作风问题

而忽视提高群众工作能力的倾向"要面对面严督实导!多到一线掌握

情况!多到群众中去听意见!不达标准不交账#不出成效不过关!确保

教育实践活动不虚不空不偏!不走过场"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践行“三严三实”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