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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两级检察机关依法监督国家电影公益放映专项资金使用情况，重拳出击———

捣毁专项资金“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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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河南省信阳市

检察院和光山县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在

认真核实电影放映员的人数及补贴

后!将电影放映"劳务费#交到光山县

文殊乡农村电影放映员顾成手中$手

捧着这笔并不丰厚的钱款! 顾成心里

百感交集!因为自
!""'

年开始!他就

再也没有领过这笔钱了$

!""&

年以来! 陈相宇在担任河南

省信阳市电影放映院线公司 !原隶属

于信阳市文化局" 后并于信阳市广播

电视新闻出版局#的负责人期间!将由

国家拨付专项基金支持的农村电影公

益放映专项资金当成了"后花园%&"自

留地%!擅自违反规定虚列&减少&克扣

放映员的劳务补贴!

!"(!

年被市&县两

级检察院联手依法查处$由此!一桩涉

及市& 县两级文化广电系统的腐败大

案终于告破$

另辟蹊径"捅破补贴#窗户纸$

!"(!

年
)

月初! 光山县检察院反

渎局在办理一起群众反映的种猪补贴

涉嫌职务犯罪案件时!发现相关领域的

资金补贴管理存在漏洞!随即以预防职

务犯罪调研的名义!从县财政局调取了

近年来所有的国家补贴资金明细表!并

将相关文件及数据建立专门的信息档

案!在严密保管的同时!迅速集中专业

团队对这些政策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希

望能从中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通过周密的调查!检察官发现!自

!""&

年以来! 国家就实行农村公益性

电影放映政策!按照国家规定!农村公

益放映要求每村每月免费放映一场电

影!放映补贴全部由国家下拨!作为放

映员的劳务补贴! 光山县每年专项补

贴款就有
$"

余万元$

但众所周知!如今的电脑&电视早

已普及到普通农家! 农村各地根本无

人实际放映过这些露天的公益电影$

那么!这些国家资金下拨后的去向!不

禁在检察官心中打上了一个大大的

"问号%$带着这个疑问!检察官秘密走

访了多个乡镇调查取证! 证实光山县

近年来的公益性放映只是走个过场!

有的村甚至根本就没有放映过! 远远

达不到国家要求$

对于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国家有

相关的政策规定! 即要求先组建专业

的放映队!电影放映后!凭放映回执上

报到市财政! 然后按放映情况下拨补

贴资金!用于补贴电影放映员$而光山

县近几年不仅没有足场的放映! 更没

有组建专业的放映队! 那么这些补贴

是如何领回来的' 这笔款下拨给光山

县文化局 !

!""'

年后拨至光山县文化

广播新闻出版局$后又如何使用'

鉴于此案疑点重重! 检察官立即

报请光山县检察院检察长! 经过领导

同意后!决定对此案进行依法初查$调

查分三路开展!第一路到市文化局&文

广新局调取自
!""&

年以来相关的放

映记录及回执资料!了解相关政策!检

查拨款凭证( 第二路到各乡镇进行群

众走访!实地调查!进一步了解电影放

映的真实情况
*

第三路深入调查所谓

的电影放映员! 探究补贴资金的发放

和领取情况$

检察官经过艰难取证! 最终得出

结论) 信阳市电影放映院线公司光山

服务站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 该公司

在电影放映场次补贴上基本处于自管

自用! 并没有按照要求组建专业的放

映队! 而是靠上报虚假材料先后套取

国家资金达数十万元! 并且在套取后

再次截留放映人员的相关补贴! 完全

把这块补贴当成了*自留地%$

至此! 这桩涉及套取国家专项资

金的贪腐案件露出了冰山一角$

深追猛打"成功瓦解%小联盟&

随着办案的深入! 检察官敏锐地

意识到! 这是一桩有组织有分工的集

体腐败*窝案%$为有效打开案件侦查

的突破口! 检察官立即到涉案的县文

化局调取相关资料!在摸底排查&充分

掌握相关证据后! 于
!+(!

年
&

月
(%

日经检察长批准! 对原县文化中心主

任& 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服务站光山站

站长何传江以涉嫌滥用职权罪立案侦

查$经查明!

!""'

年至
!"("

年间! 光

山站从信阳市电影放映院线公司领取

补贴资金
,"

余万元! 擅自改变放映

员补贴标准! 截留
!)

万元用于单位

经费开支$

为扩大战果!深挖犯罪!光山县检

察院及时将案件情况向信阳市检察院

反渎局作了汇报$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

索! 检察官认为这绝不是一起单个公

司的偶然行为! 信阳市电影放映院线

公司也可能涉嫌相应的违法违规问

题!该案很可能是一桩涉及市&县电影

放映院线公司两级集体*窝案%$

信阳市检察院主要领导听取汇报

后明确要求!市检察院领办全案!全力

向纵深发展!查深查透$随即!信阳市

电影放映院线公司的相关证据被调

取! 检察机关迅速抽取专业人员组建

调查小组对涉案账目进行调查核对!

很快查明)自
!""&

年至
!"("

年间!公

司共违规截留专项补贴资金达
!""

余

万元!用于私分&单位开支&挪用个人

或其他单位使用$

!"(!

年
)

月
!

日! 信阳市电影放

映院线公司经理陈相宇因涉嫌滥用职

权&挪用公款被立案侦查!归案后!面对

如山的铁证! 在检察机关强大的攻势

下!陈相宇如实交代了其伙同公司会计

张进贤%化名$及包工头詹镇!化名$!采

取虚开工程发票&虚列工程支出的形式

套取国家放映补贴资金
(!"

万元!以用

于公司
&

个股东分红及借给张进贤个

人和其他单位使用等犯罪事实$

同时! 专案组马不停蹄地对案件

进行深入查处!使造成这种管理不善&

隐藏在背后的管理层的渎职犯罪也渐

渐浮出水面$

!"(!

年
)

月
!

日!信阳市

广电局电影管理科科长祝宏!化名$因

涉嫌玩忽职守罪被立案侦查! 同日被

刑事拘留$

一时间!信阳市&县两级广电局的

相关人员均主动到案作证!几个股东也

积极提供证据!电影放映院线公司其他

人员也主动交代问题$至此!这桩涉及

市&县两级的集体*窝案%全线告捷$

预防建议"有效堵塞%空白点&

!"(%

年
)

月! 陈相宇等人滥用职

权& 贪污案历经两审终审! 已尘埃落

定!陈相宇被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

五年!其他被告人也被作出有罪判决$

该案的办理在河南省反渎职查案

领域开拓出新的天地!获得了宝贵的经

验!*并案%侦查的成功措施和经验不仅

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河南省检察院转

发!还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采用!树立了

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金字*品牌%$

近日! 光山县检察院还结合办案

中发现的问题!向县委&县政府有关部

门发出检察建议!针对全县
!(

种补贴

款项!建议开展集中清理&排查&登记

等工作! 建立规章制度! 堵塞犯罪漏

洞!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现象发生!确

保国家各项惠民工程落实到位$

他是不是强奸犯
!

胡宽阳 董文祥

*多亏了检察官明察秋毫! 实地

勘查! 我的案件才能被撤销! 我才

能重新找到工作! 以后我再也不做

傻事了++%

!"($

年
$

月
%

日! 河

南省襄城县检察院检察官送法进企

业的活动现场! 一名名叫丁晨 !化

名$ 的工人拉着公诉科检察官的手

说道$

丁晨今年刚满
!"

岁! 高中毕业

后 ! 他选择了外出深圳打工赚钱 !

几年的时间里! 他辗转了几个地方$

!"(!

年
'

月! 他回到襄城县! 并经

别人介绍认识了李红 !化名$! 两人

相见恨晚并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交往不

断深入 ! 李红发现丁晨脾气暴躁 !

性格执拗! 便减少与他的见面次数!

这遭到丁晨的极力反对! 于是丁晨

便时不时纠缠李红! 使李红的工作&

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时间定格在
!"(%

年
!

月
(&

日

晚
("

时!丁晨又一次约李红见面!并

驾车将李红带至一偏僻处!两人在车

里发生了性关系$案发
-

天后李红向

公安机关报案称自己被丁晨强奸了!

公安机关立即以强奸罪对丁晨进行

立案侦查$此后在公安机关的多次讯

问中!丁晨均称和李红是自愿发生性

关系的!并不是强奸$

!"(%

年
%

月
-

日! 公安机关将

犯罪嫌疑人丁晨涉嫌强奸罪案件移

送到襄城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 受理

案件后! 承办检察官在提审时! 丁

晨显得一脸无辜! 并反复称自己和

李红是男女朋友! 两人多次发生性

关系! 在车内发生性关系也是李红

自愿的! 并不是强奸$ 这一供述引

起检察官的高度重视! 也给检察官

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为何丁晨供

述的这一情节! 李红在公安机关制

作的笔录中未曾提到呢' 如果以前

两人发生过性关系! 为何单单这一

次李红说违背自己意愿并报警称自

己被强奸呢'

承办检察官重新详细地审查了

案件证据! 先后三次组织全科干警

研究讨论! 案件中浮现出的几个疑

点让检察官无法说服自己将本案以

强奸罪盖棺论定) 本案中双方关系

特殊! 本就是男女朋友! 在事发前

的几个月里! 虽见面和联系次数减

少! 但双方并未明确断绝关系( 双

方是在车内发生的性关系! 车内空

间狭小! 据李红陈述自己反抗很激

烈! 但双方为何均无外伤' 丁晨在

李红激烈反抗的情况下能否在狭小

空间内强奸既遂存有异议( 案发时

间是
!"(%

年
!

月
(&

日晚
("

时! 而

李红为何直到
!

月
!!

日下午
-

时才

报案' 其间! 李红在情绪上没有什

么异常反应! 也未向家人及同事说

起过此事( 李红报警是否带有目的

性' 是不是李红自己不想和丁晨谈

朋友! 怕丁晨再作出其他的过激行

为纠缠自己! 所以才选择报警对丁

晨实施惩罚' 参与讨论的干警纷纷

赞成承办检察官的意见! 认为本案

丁晨的行为是否构成强奸罪存有疑

问! 需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进

一步予以核实$

在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期间! 承办检察官在公安机关的协

助下调查取证$ 首先对案发当晚丁

晨驾驶车辆的行车路线进行模拟实

验! 调取了沿途的监控视频及卡口

信息! 查实了丁晨驾驶车辆的行驶

路线正常 ! 遇红灯时也静静等待 !

车内乘坐人完全可以将车门打开并

逃脱$ 第二! 承办检察官对案发时

丁晨驾驶的车辆进行实地勘查! 发

现车内空间较为狭小! 若李红进行

极力反抗 ! 二人不可能没有外伤 !

而且丁晨的强奸行为也不一定能够

成就$ 第三! 为进一步落实案发前

丁晨与李红的关系! 承办检察官又

调取了二人事发前
%

个月的手机通

话清单! 经归纳梳理发现! 二人联

系频繁! 隔几天就有通话记录& 短

信往来$

掌握了这些客观证据后! 承办

检察官再次询问了李红! 对其晓之

以理! 动之以情! 并告诉其说假话&

作假证应负的法律责任$ 在证据面

前! 李红最终承认自己确实自愿和

丁晨多次发生性关系的事实! 并不

存在强奸行为 ! 自己之所以报案 !

就是要摆脱丁晨的骚扰$

为谨慎起见!同时为了保护李红

的个人隐私!承办检察官又约见了李

红的同事!同事们均反映在事发后到

报案的这段时间内!未发现李红在情

绪上有什么异常反应! 其工作如旧$

掌握到这些证据以后!公诉科干警一

致认为!丁晨的行为认定为强奸罪的

证据不足$

!"(%

年
)

月
!&

日!公安

机关主动将案件撤销$

"一个小小的案件! 一个定性的

改变! 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

迹$ 天堂与地狱! 有时候 ! 区别就

在一念间$ 每念及此! 我们怎能不

慎之又慎$ 检察官的坚守! 让他远

离罪与罚$ 丁晨现在在新的工作岗

位上表现很好! 这正是我们希望看

到的$% 承办检察官深情地说$

28个草鸡蛋
!

徐建强
*

口述 王宇
*

整理

周末" 乡下的父亲给我送来一

篮草鸡蛋"说是给孙子补充营养&看

着那篮充满浓浓亲情的草鸡蛋 "我

不禁想起了
,

年前当事人给我送草

鸡蛋时的场景&

'徐检察官"我现在生活有了着

落"儿子们对我都还不错"启华和启

荣的关系也缓和了" 这都得感谢你

啊()

!"")

年的一天" 我正在办公室

整理材料" 董维汉老人边敲门边走

了进来"手里还拎着个篮子&

*大爷"事情解决了就好+)我赶

紧招呼他坐下&

看着老人满脸喜悦的表情 "我

心中十分高兴& 事情还要从一起盗

窃案说起& 被害人董启荣向公安机

关报案"称自家承包地里
$(

棵价值

(

万多元的杨树被堂兄董启华盗卖&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以后" 作为承办

检察官的我在阅卷时发现" 犯罪嫌

疑人董启华一直坚称该土地是自己

的"卖树合法合理&

审查完卷宗" 我感觉案件背后

一定存在土地承包权权属争议问

题&经过走访调查"果然如此,多年

以前"董启荣举家迁往淮安"

('',

年

农村第二次土地承包时" 董启荣委

托叔叔董维汉代为分地-耕种"并约

定其回来后可以随时收回承包地 +

!""$

年董启荣迁回村里" 董维汉却

只归还部分田地" 原因是其名下的

其他田地已经分给四个儿子耕种 "

剩下的
(.&

亩田地被其种植粮食用

于维持生活"还有
(.(

亩宅基地被他

盖上两间房子用于自住"没法归还+

为解决土地问题"董家经过'合族公

议)"形成换地协议"用董维汉四儿

子董启华的一块林地交换董启荣剩

余土地+ 但董启华认为应该由四个

兄弟共同承担而不是由自己单独承

担"因此坚决不同意+

!"",

年"仲裁

机构认定董维汉的
(.&

亩田地归董

启荣+

!""&

年"经法院执行董启荣收

回
(.&

亩田地+

然而" 董启荣觉得既然自己的

宅基地被叔叔盖了房要不回来了 "

那换地协议中的林地就该有一部分

属于自己" 因此他偶尔也去管理林

木+

!"")

年" 镇里统一要求砍伐林

木"董启华便将林木砍伐变卖+董启

荣得知后" 先上林业部门控告董启

华盗砍滥伐"又到公安机关报案"要

求将董启华绳之以法+

弄清事情原委" 我心中有了判

断,虽然董启荣持有换地协议"还有

其他村民签名证明"但换地协议不能

对抗土地承包证书"况且签字双方只

是董启荣和董维汉"而林地实际所有

人董启华并没有签字认可+ 因此"董

启华根据镇政府统一要求砍伐承包

地里的树木" 不能以盗窃罪处理+最

终"我院作出不起诉处理决定+

在不起诉析法说理会上" 董启

荣情绪激动" 认为检察机关偏袒董

启华"扬言要上访.而董启华也要求

检察机关追究董启荣的诬告陷害责

任&面对如此僵局"我知道什么样的

法言法语都苍白无力" 只能安抚情

绪让他们先各自回家&

第二天一早" 我约上民行科的

同事分头去董启荣- 董启华家做工

作" 耐心地讲解农村承包土地的法

律与政策&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

三次" 我们找村组干部" 找董姓长

辈"共同商量调解方案&经过多次协

调"终于达成一致"董维汉由董启华

兄弟四人轮流供养" 老人让出宅基

地"所盖房屋折抵给董启荣&

应该说案子到此已经了结 "但

董启荣-董启华兄弟碍于颜面"仍然

不往来&之后"我又多次上门"将心

比心讲我和叔伯家兄弟姐妹和睦相

处的体会"两兄弟终于冷静下来"两

颗冷漠的心也慢慢靠近//

临走前"董大爷将篮子递给我"

说是自己喂养的草鸡蛋送给我表达

谢意&再三推辞不过"我收下了这饱

含深情的
!)

个鸡蛋"而后悄悄在他

的口袋里塞进
(""

元钱&

'作者单位!江苏省宿迁市宿城

区检察院(

第一次出差
!

毛 钥

"小毛啊!这次你跟公安干警一起去

贵州出差! 按照咱们科里讨论的要求引

导侦查!把证据收集好,%江苏省江阴市

检察院公诉科科长徐志高人未到声先

至$ 听到这个消息! 我顿时内心激动不

已!这可是我人生第一次出差啊,

出发前的晚上!怎么都睡不着!既有

第一次出差的兴奋! 又有对能否取证成

功的担忧$还记得刚受理案件的那天!我

第一次翻开罗红&黄竹松盗窃案的卷宗)

罗红&黄竹松经事先商量!采用一人与店

里人谈话引开注意力& 一人趁机盗窃的

手段!多次到江苏省江阴市&靖江市沿街

店铺盗窃手机$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

陈述& 监控录像一应俱全! 证据确实充

分!定罪应该没问题$但卷宗中为什么有

一份罗和元的刑事判决书! 他跟罗红是

什么关系'我心中顿生疑窦$

认真看遍了所有材料! 我终于搞明

白了$ 原来罗红曾冒用哥哥罗和元的身

份被判处刑罚! 当时一起被判刑的恰好

也是黄竹松$我到看守所提审时!罗红对

冒用身份一事供认不讳! 而且透露了一

个细节!他的一根手指曾被机器轧断!哥

哥罗和元的十指是齐全的$

当罗红再次涉嫌犯罪被羁押在看守

所时!无辜的罗和元却成了一个*前科人

员%! 作为检察机关必须要予以纠正!还

罗和元一个清白,于是我认真研究案情&

写侦查提纲&作案件汇报!经过科室讨论

后!最终列明了需要收集的证据清单)采

集罗和元的指纹& 查明罗红服刑期间罗

和元的去向等$而此次出差的目的地!就

是兄弟俩的老家---贵州省平坝县乐平

乡$

!"(%

年
(!

月
)

日! 天刚蒙蒙亮我

就跟公安民警往机场赶!转车&登机&再

转车!到达贵阳已经是当天下午$休息一

晚后!第二天再转了
%

趟车&步行了几公

里!中午才到达乐平乡派出所$

我们表明身份和来意后! 当地派出

所民警带我们到村子里开展调查$ 好不

容易颠簸着进了村子! 却找不到一个愿

意接受调查的村民! 大家看到警车都躲

得远远的!被问到的人也是接连摇头"不

知道啊! 我跟他们家不熟%!"不要问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有的干脆不发一言!

扭头就走$经过耐心地解释!终于有村民

开口! 罗和元的家人已经搬到另一个村

子!要翻过一座山才能到$

就在我们准备翻山时! 罗和元的一

个亲戚赵铭%化名$出现在路边称!罗和

元的妻子吴姗姗%化名$正在平坝县医院

陪护病人!想要知道罗和元的行踪!找到

吴姗姗就行了$ 于是我们让赵铭拨通了

吴姗姗的电话! 并说明了检察官和警察

的来意!吴姗姗最终答应在医院等我们$

我们立刻搭乘老乡的车子赶到县医

院!顺利找到了吴姗姗$据了解!罗和元

一直在江阴市打工! 家里人收到那份冒

名的判决书后便联系罗和元! 才知道罗

和元并没有犯罪! 是其身份证被罗红拿

去了$ 趴在医院大厅的凳子上给吴姗姗

做完了材料! 我便通知公安干警去寻找

罗和元并提取指纹!悬着的心总算放下$

离开时! 吴姗姗不断表达着感谢!"太谢

谢你们了!大老远从江苏赶到贵州!以后

我老公就是清白的了,%

离开平坝县医院!站在异乡的街头!

才想起已经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 我想

不管多遥远多曲折!为了追寻公平正义!

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而经历辛苦之

后的收获! 也更为珍贵$ 我的第一次出

差!不仅仅是取证之旅!更是一次追寻正

义之旅,

司法救助平息7年申诉
!

夏晓红 陈为国

!"($

年
%

月
(%

日! 在福建省福州

市检察院的信访接待室!杨军终于得到

了申诉
&

年的补偿!亲笔写下息诉罢访

协议$"感谢你们为我争取到司法救助

金!这些年我一直在奔波!就为了洗清

冤屈得到补偿! 终于我可以给社会&家

人一个交代了!感谢检察机关为我送来

党的温暖$% 杨军紧紧握着检察干警的

手!激动地一再致谢$

杨军案件的始末还要从头说起 $

!"(%

年
&

月
("

日杨军第一次出现在福

州市检察院信访接待室!他强烈要求处

长接待!"我的问题你们这些小科员不

能为我解决!晋安区检察院一直说我这

种情况不能得到国家赔偿! 凭什么,我

明明无罪! 还被监视居住了那么久!怎

么就不能得到赔偿呢'%

控申处检察官受理杨军的信访诉

求后立即向晋安区检察院调取杨军的

相关信访材料$原来
(''%

年
'

月
!)

日

杨军因涉嫌贪污罪被福州市郊区检察

院%晋安区检察院前身$监视居住!

(''$

年
!

月
&

日被逮捕$同年福州市郊区法

院认定杨军犯贪污罪罪名成立并判处

刑罚$之后的
((

年时间杨军不断上诉&

申诉$经过两次上诉一次申诉!终于在

!""-

年
,

月
,

日福建省高级法院作出

再审决定!经审查认为原判决认定的事

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考虑该案的

实际情况!且数额较小!视为情节显著

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因此改

判其无罪$

该案到此按说已经案结事了! 但每

每想到自己这些年受到的冤屈! 杨军认

为必须申请国家赔偿! 补偿自己这些年

的精神损失$

!""&

年
)

月
(%

日!杨军向

晋安区检察院提起国家赔偿申请! 他认

为晋安区检察院在办理该案过程中对其

监视居住
(%-

天是错误的! 应该对其予

以赔偿!这让晋安区检察院犯难了!因为

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 监视居住措施不

属于国家赔偿的法定赔偿范围$ 杨军表

示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于是不顾控申科

干警的释法说理坚持上访!要求赔偿$

"这个信访情况比较特殊! 而且信

访人情绪很激烈!我们要详细了解他的

基本情况!看看有什么地方是我们能为

信访人解决的$% 福州市检察院控申处

领导了解到这个信访件后立即要求本

处干警约访杨军$

经过约访!检察官了解到杨军今年

已经
,!

岁了! 当年因为贪污案件一直

没有正式工作! 只能靠亲戚救济度日!

现在因为身患多种疾病!每个月支付医

药费甚多!生活很是拮据$杨军希望能

通过国家赔偿的途径获得赔偿缓解目

前的窘境$

了解到详细情况后!检察官表示一

定会尽力帮助杨军解决困难!让他相信

检察机关$同时检察官立即向分管控申

的副检察长张捷汇报杨军的详细情况$

"被认定成贪污罪确实对杨军影响很

大!他的生活这么困难!我们要找一个

符合法律规定的途径帮助他$% 张捷说

道$

说办就办!控申处的干警一方面主

动与杨军联系!关心他的境况(另一方

面则是寻找适当的司法救助途径来抚

慰杨军这些年的精神损失$ 经过研究!

控申处认为杨军是刑事案件当事人!而

且生活条件差!急需帮扶!这个情况可

以向福州市委政法委申请司法救助$于

是福州市检察院马上向市委政法委汇

报杨军的信访情况!并将杨军的案件情

况&贫困证明&医疗证明及相关家庭成

员情况等材料一并上报$

材料上报后!福州市检察院副检察

长张捷多次与福州市委政法委领导沟

通&协调!积极为杨军争取司法救助金$

同时! 控申处经办干警也主动跟进!积

极向政法委报送杨军信访动态情况材

料和问询审批进度情况$ 最终! 经过

多方不懈努力! 终于为杨军申请到
!.-

万元救助金! 化解了历经
&

年的申诉

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