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检察院以"践行群众路线 促进反腐

倡廉#为主题!精心组织了一场预防职务犯罪宣讲竞赛$来自全院的

!!

名选手结合各自的工作实际!紧紧围绕主题!进行了富有激情的

宣讲$ 本报记者李维 通讯员杨晓鹏摄

难防“身边人”舍友盗钱包
作为!身边人" 的工友加舍友#

本应亲如一家$ 彼此照顾# 没想到

!身边人" 竟将 !黑手" 伸向自己%

日前#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检察院

以涉嫌盗窃罪将王春提起公诉%

王春与王某系同住在一个宿舍

的工友 # 平时关系不错 %

"#!$

年

!#

月下旬的一天 # 王春发现王某

将钱包放在枕头下面# 遂起了盗窃

之意% 次日凌晨# 王春趁王某熟睡

之机# 将其放在枕头下面的钱包偷

走# 将钱包中的
$###

余元现金取

出 # 其中
%##

余元放在自己的身

上# 剩余现金藏在宿舍门外的一块

砖头下面# 钱包被其扔在宿舍外面

一个废弃的下水井中%

王某早上起床后发现钱包被

盗#经多次询问无人承认#遂报警%

经警方侦查# 将目标锁定在了有重

大嫌疑的王春身上%经过讯问#王春

供认了犯罪事实% %张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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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陕西省户县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特约检察

员' 检风监督员' 人民监督员
"#

余人就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加强

检察机关内部监督' 深化职务犯罪惩治和预防等焦点热点问题征求

意见建议$ 本报记者岳红革 通讯员胡培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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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 !远亲不如近邻 "# 何况

既是邻居又是堂兄弟 % 本该和睦相

处亲上加亲的两家人 # 却为多占一

点儿空地 # 一方垒墙一方拆墙 # 你

来我往直至大动干戈 % 经河北省赤

城县检察院提起公诉 # 法院日前以

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郭石根 $ 郭凤龙各拘役六个

月# 缓刑一年%

"#!$

年
&

月
%

日# 郭石根雇车运石垒墙# 打算圈

占房后空地% 其堂弟郭某见状# 赶紧喊家人搬石头拆

墙 % 郭石根闻讯赶来阻拦 # 双方言语不和 # 发生互

殴% 厮打中# 郭石根挥舞棍子# 将郭某左面部打成轻

伤% 事发后# 双方针对民事赔偿事宜几经调解# 均未

达成协议% 郭某的胞弟郭凤龙知道这件事后# 又找郭

石根进行协商# 最终还是没有谈拢# 郭凤龙感到非常

气愤# 遂心生报复的念头%

'

月
!

日# 郭凤龙驾车尾

随郭石根到其打工的院子里# 对郭石根拳打脚踢# 并

用镐把对其进行殴打 %后经法医鉴定构成轻伤&% 最

终# 郭凤龙赔偿郭石根各项损失费用
$('

万元# 双方

相互谅解# 并达成民事赔偿协议% %迟轩&

多次受罚不悔改 无证贩烟被判刑
曾因多次从外地购买香烟被行

政处罚#没想到这次却触犯了刑法%

&

月
"

日# 经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非法经营

罪判处被告人唐德礼拘役四个月#

并处罚金
&###

元%

长期以来# 唐德礼一直靠在村

子里开商店# 卖烟酒$ 杂货维持生

计%当得知外地香烟价格便宜#且不

限购后# 唐德礼便多次从周边城市

购买红南京$ 小苏烟等畅销烟到宿

迁销售# 也因此多次被烟草部门查

获并处罚%

"#!!

年唐德礼经营商店

的烟草证到期后被注销# 他就在当

年
)

月从本村王某手中以
"###

元

价格购买一份烟草专卖许可证#继

续出售香烟%

"#!$

年
%

月#唐德礼

再次从外地购买香烟# 在运输途中

被烟草局工作人员查获#经鉴定#香

烟总价值
*$"%#

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以牟利

为目的从他人手中购买烟草许可

证#在未办理任何许可证变更手续

的情况下# 继续经营烟草专卖品#

且跨地域采购香烟到本地销售#应

视为无证经营#遂作出上述判决%

%年冬阳 臧宏年&

朋友偷钱他隐瞒 占小便宜犯大错
去洗浴中心洗浴后休息时 #拾

到一结单手牌# 同行朋友见到后偷

偷打开该手牌的衣柜#拿走了财物#

分给自己
&###

元 %近日 #黑龙江省

延寿县检察院以涉嫌掩饰$ 隐瞒犯

罪所得罪对崔明提起公诉%

今年
"

月底# 崔明同朋友张某

%另案处理& 在黑龙江省延寿县某浴

场洗浴后到影视厅休息#崔明发现一

个别人的手牌遗落在休息床上#心想

肯定是别人休息时落下的# 先收起

来#看能不能用它结单%休息期间#崔

明向服务员点了营养快线及弱碱水

各一瓶#并用拾到的手牌交给服务员

结单%这时#张某发现结单手牌不是

崔明的手牌后#便趁崔明去卫生间之

机#到更衣室用手牌打开衣柜#将被

害人姜某上衣兜内的
%$##

元钱盗

走#并将其中的
&###

元分给崔明%崔

明明知钱是张某盗窃所得#仍收下帮

其隐藏% %李连闯&

有判决不执行，想赖？
逃避履行义务，逮捕！

由于不履行生效判决被法院

司法拘留#承诺分期履行判决赔偿

并出具保证书#却迟迟不履行自己

的义务 %近日 #内蒙古自治区鄂托

克前旗检察院将涉嫌拒不执行判

决罪的张文晓依法批准逮捕%

"##*

年
!

月
""

日# 法院就被

害人何某诉张文晓交通损害赔偿

一案作出终审判决#法院判决张文

晓赔偿何某
!"

万余元% 判决生效

后#张文晓一直未履行判决确定的

义务%

"##)

年
"

月
"#

日#法院对不

履行判决的张文晓司法拘留
!#

日 # 张文晓承诺分期分批履行判

决#但一直未作任何履行并更换了

手机号和住址#致使执行人员无法

执行而报案 %今年
$

月
'

日 #张文

晓被抓获归案% %薛晓军&

近日!黑龙江省北安市检察院开展法律宣传月活动$该院检察官

来到北安市各中'小学校!以讲授法制课'赠送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挂

图' 发放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开展未成年人法制

宣传活动$ 本报通讯员王春丰 杜肇敏摄

与高校共建法制教育基地
武汉汉阳：找准切入点丰富法制教育形式

本报讯%记者花耀兰 通讯

员周晶晶 鲁昕$ !把一个法

制观念淡薄的学生送上社会#就

等于给社会种下了一颗危险的

种子%近年来大学生犯罪屡见不

鲜#学校加强学生的法制教育太

重要了%"近日#在湖北省武汉市

汉阳区检察院与武汉市船舶职

业技术学院%下称武汉船院&!共

建法制教育基地" 揭牌仪式上#

易晓春老师感慨地说%

这是汉阳区检察院建立的

首个大专院校法制教育基地%当

天# 检校双方签订了共建协议#

汉阳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王德胜

受聘成为武汉船院法制副校长%

此次检校 !结盟 "源于一起

案件%

"#!$

年
)

月# 汉阳区检察

院未检科办理了一起在校学生

盗窃自行车案#

&

名嫌疑人中有

"

名是船院学生 %

&

人起初本是

受害者 # 自己的车被偷走未找

回#于是产生报复心理 #开始偷

他人的车%他们在
'

所高校辗转

作案#共偷窃
!"

辆贵重自行车%

"#!$

年
!!

月 #

&

人均因盗窃罪

被判刑%

案件办结后#汉阳区检察院

经过调研发现#

"#!"

年以来#该

院办理的各类刑事案件中#犯罪

地在武汉船院或被告人系该院

学生的有
!#

余件
"#

余人#且作

案手段简单#次数多 #动机多样

化#侵害客体多为财产权 %之后

该院向武汉船院发出检察建议#

建议其加大校园安全保障#积极

与政法部门联系#预防犯罪行为

发生%

!我们强调激发&共鸣'#到哪

个学校# 就用哪个学校周边或同

龄人案例吸引学生注意# 让学生

在情感震撼中学习法律知识%"该

院未检科科长李瑛介绍# 为了不

让法制教育沦为冷冰冰的教条#

她们组织学生观摩庭审# 让他们

!零距离"感受法律的威严和犯罪

的危害后果(法制课上#以生动幽

默的方式将公检法三家的关系及

刑事案件的办理流程普及给学

生( 携带精心制作的展板及宣传

材料来到学校图书馆门口# 给学

生们解答法律疑问%

据介绍 #下一步 #该院将根

据共建协议和工作方案#与学院

定期$ 持续开展法制教育互动#

不断丰富法制教育的活动内容

与形式#通过法律咨询 $模拟法

庭$旁听庭审等方式 #积极预防

在校学生犯罪$维护学生合法权

益%

奔波一百多公里的讯问
"

本报记者 何 斌

通讯员 何敬彬

!这么远你也过来了) 辛苦

辛苦*" 日前# 当犯罪嫌疑人李

文武见到从一百多公里外赶来的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检察院检察

官刘继伟等人时# 感动地说%

"

月
"*

日# 西山区检察院

公诉科收到李文武等人妨害公

务案 % 承办该案的检察官刘继

伟阅卷发现 # 李文武因抗拒抓

捕造成自身腰椎受伤 # 被监视

居住在老家楚雄市武定县 % 与

李文武联系后 # 他反映自己行

动不便 # 无法到西山区检察院

接受讯问%

考虑到李文武是因酒后失

控酿成大错 # 无潜在人身危险

性# 为保证诉讼活动顺利进行#

刘继伟决定来到武定县对李文

武进行调查讯问 % 从昆明到武

定县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 # 但

这并没有挡住刘继伟查办案件

的决心%

见面后 # 刘继伟经现场调

查确认# 李文武确实腰椎受伤#

依靠支架才能勉强走动 % 在讯

问中 # 李文武不仅对自己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 而且悔罪态

度好 # 并主动表示愿意赔偿被

害人相关损失%

讯问很顺利 # 结束后 # 刘

继伟没有着急离开 # 而是语重

心长地叮嘱李文武及其亲属 +

!接下来# 你们要把对被害人的

赔偿落到实处 # 争取从轻处

罚%"

李文武不住地点头 # 目送

着刘继伟踏上一百多公里的归

程,,

【平度市检察院】

家庭助廉纳入预防工作体系
本报讯"记者王海声 通讯员付效娜 董宁$ 日前!一封特殊

信件寄到了山东省平度市看守所全体民警家属手中"在这封#致全体

民警家属的一封助廉公开信$里!平度市检察院联手市看守所!通报

了近年来青岛地区监管民警违法违纪案例!希望家属主动当好%廉内

助&!在家常吹%清廉风&'作为该院推行监管场所民警职务犯罪预防

工作(三个一&机制的一部分!今年以来!该院联合该市看守所以(召

开一次座谈会)签订一份家庭助廉承诺书)寄送一封助廉公开信&为

内容!将家庭助廉纳入到日常预防工作之中!引导家属积极参与廉政

建设!监管好民警(八小时&之外活动"

“中止审查”不能“终止不查”
南通通州：对“中止审查”案件开展专项清理取得成效

本报讯"记者徐德高 通讯

员王丽 邱楠$ !以前看到警

车#我都紧张得不得了 #法院作

出判决后#我才真正平静下来%"

$

月
!"

日#当江苏省南通市通州

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对正处于缓

刑期间的曹林 %化名 &进行回访

时#听到了这番发自肺腑的话%

"#!"

年
'

月的一天# 曹林与

朋友在吃饭时与他人发生争执#

用水果刀将两名被害人划成轻

伤%

"#!"

年
+

月# 公安机关以涉

嫌寻衅滋事罪# 将该案移送通州

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后# 曹林突发

传染性极强的病毒性肝炎# 需要

住院治疗# 通州区检察院遂对此

案作出中止审查的决定% 可自此

之后# 承办人虽多次电话联系曹

林#但他均推说身体仍未康复#并

一再拖延提供相关医疗机构的病

情鉴定证明#案件就此停滞不前%

!这种情况可以说是 &历史

遗留问题'% 自
"#!$

年
&

月起#

我院通过建立&督访联'机制#对

中止审查案件开展了专项清理

活动%" 通州区检察院检察长黄

凯东告诉记者 # 针对曹林的情

况#承办人主动找到曹林的主治

医生#经多方核实其病情已经稳

定%于是#承办人一方面做好曹

林的思想工作#打消其逃避处罚

的念头%另一方面 #在恢复审查

的基础上#做好提起公诉的相关

准备工作%

"#!$

年
+

月
"

日 #经

该院提起公诉#曹林被法院以寻

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

刑一年零六个月%

黄凯东介绍#!督访联" 机制

中的!督"#是指针对因犯罪嫌疑

人在逃而中止审查的案件# 建立

督促抓捕机制# 及时提请侦监部

门对在逃犯罪嫌疑人作出逮捕决

定# 对无固定住所或缺乏行踪线

索的犯罪嫌疑人# 督促公安机关

上网追逃#同时告知其家人#共同

做好在逃嫌犯主动投案自首的规

劝工作%!访"#是指针对因犯罪嫌

疑人重病而中止审查的案件#建

立定期回访机制# 主要是由公诉

部门的案件承办人负责对犯罪嫌

疑人实行定期回访# 并会同医疗

机构对其病情$ 伤情进行阶段性

鉴定#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

及时恢复审查%!联"#是指针对需

等待其他判决结果而中止审查的

案件# 与当地法院建立联合清理

机制#尤其是针对诸如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行为与盗窃行为等对合

犯罪#主动与法院沟通#尽快让此

类案件恢复审查%

据悉#自
"#!$

年
&

月以来#

该院已全部恢复审查
"'

件
$'

人!中止审查"案件#将这些案件

提起公诉后#法院均作出有罪判

决#从而有效维护了法律尊严和

社会公平正义%

【宣汉县检察院】

专用信封构建控申绿色通道
本报讯 "记者刘德华 通讯员杨云新 李跃$

$

月中旬以来!

四川省宣汉县检察院与县邮政局合作! 专门设计制作了便民控申专

用投递信封!规范和畅通了群众控告)申诉)举报渠道"目前!专用信

封已印制完毕!并投放到各邮寄网点"专用信封正面印有检察机关的

专用图案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专门标志及统一的收件部门! 右上

角贴有专用邮票*背面印有检察机关全国统一举报电话(

!"$#)

&和该

院专门的举报电话!检察机关简要业务介绍等'对群众邮寄的专用信

件!该县邮政系统将优先分拣)优先投送)专人负责第一时间投送到

该院控申部门'

【重庆市检察院】

统筹三级院力量开展理论调研
本报讯"记者沈义$ 重庆市检察院近日下发通知!决定统筹分

院)基层院检察研究力量!开展专题调研和法律适用研究!以打造高

质量的专题调研和法律适用研究精品!更好地服务检察业务工作'专

题调研内容包括羁押必要性审查研究等! 法律适用研究内容包括扒

窃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毒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等'

学习
焦裕禄

&

月
%

日!首家"焦裕禄勤政为民工作室(在天津市河东区检

察院成立!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于世平出

席了工作室揭牌仪式$焦守云勉励检察干警认真做好本职工作!

公正执法!勤政为民!把焦裕禄精神发扬光大$

本报记者朱建军 通讯员王欣钢摄

【准格尔旗检察院】

有针对性开展警示教育
本报讯"记者范德银 通讯员王爱萍 侯悦$ 近日!内蒙古自

治区准格尔旗政府办公室
&#

余名干部职工前去该旗检察院设在看

守所的警示教育基地开展了警示教育活动'据悉!该警示教育基地是

全旗机关单位廉政教育开展基地! 经该院改造升级后! 图板更新至

$&

块!共涉及
"+

个职务犯罪典型案例!并配备了
+

个系统领域的
"!

部贪官案例纪实片!针对前来接受警示教育的不同人群而播放!增强

警示教育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视频交流便利群众
河南许昌+新技术助力打造民生服务平台

本报讯"记者吕峰 通讯员

郭亚峰 杨鑫伟$ 河南省许昌

市长葛产业集聚区某企业职工

小刘近日收到了这样一条手机

短信 + !您好 # 许昌市人民检

察院视频服务平台正式开通运

行 # 如果您需要法律帮助或者

进行举报 $ 申诉 # 可以登录许

昌市人民检察院门户网站或与

当地产业集聚区检察室联系 #

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法律咨询

和法律服务%"

这是许昌市检察机关利用

官方短信服务平台向全市产业

集聚区员工群发的短信 # 其内

容是推广许昌市检察机关新近

开通的服务产业集聚区发展的

视频服务平台 % 该视频服务平

台以许昌市检察院视频服务群

为中心 # 分散至各单位子群 #

横跨市$县$基层院检察室三级

网络#由各基层派出检察室协助

来访群众通过视频接访专用账

号与相关人员直接在线交流#以

满足来访群众现场咨询$ 申诉$

阅看材料等需求%

收到短信后不久# 小刘恰巧

遇到与企业用工合同问题#抱着试

试看的态度#他通过短信上提供的

联系方式#与当地派驻检察室取得

了联系% 检察室工作人员热情接

待了小刘#并帮助小刘与许昌市

院民行处干警进行了视频交流#

小刘最终得到了满意的解答%

近年来 # 许昌市检察机关

充分利用新技术打造各类服务

本地经济发展和保障民生的平

台 % 先后开通了许昌市检察机

关网站群 $ 专线网视频接访系

统 $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络平

台及官方短信 $ 微博 $ 微信平

台等多项应用# 在线受理举报$

提供咨询服务 # 受到了群众的

好评%

【彝良县检察院】

以机制促办案质量提升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杨健鸿 通讯员高永方$ 为确保办案质量!

今年年初!云南省彝良县检察院纪检)检委办)案管部门牵头!制定了

瑕疵案件责任追究机制!将瑕疵案件纳入年终的岗位责任考核'同时

要求办案部门每月对所办案件进行交叉评查! 严格规定评查的程序

和要求*检委办和案管部门对各部门每月评查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实现案件质量把关前移'自从推出瑕疵案件责任追究机制以来!该院

已办理案件
!!'

件
"&#

人!无一错案!也没有发生因案件质量引发的

涉检信访问题!切实提高了司法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