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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去年以来查处12名假记者
本报讯 !记者倪建军" 记者日前从陕西省检察院获

悉!

!"#$

年至今陕西已处理了
%

起非法出版"新闻敲诈案

件!其中
&

起为新闻敲诈案#经检察机关依法批捕"起诉!

目前已有
'!

名假记者被判刑$据了解!陕西省去年以来深

入整治新闻违法活动!严厉打击%假记者&假媒体&假媒体

机构'!组织开展了%百日专项行动'$

四川规范律师网上预约事项办理程序
本报讯 !记者刘德华 通讯员吴远明 刘云" 近

日!四川省检察院出台(律师互联网上预约事项办理程序

规定)!明确律师可通过网上预约办理申请阅卷&申请会

见&申请通信&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材料"申请自行收集

证据材料"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事项!同时规定了检察机

关办理程序及律师的权利救济等$

规范办案助推器
浙江出台35条规定防范非法证据

本报讯!记者范跃红" !在我看来"侦查工作防范非法证据的关

键是严格执法#规范办案$$%

(

月
'(

日一上班"浙江省衢州市柯城

区检察院检委会集体学习 &浙江省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防范

非法证据的若干规定'试行()'下称!规定"("反贪局长出身的该院检

察长黄耀奎说*

为规范全省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取证行为" 防范和避免非法

证据"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浙江省检察院专门组织调研"于今年
(

月
)

日出台&规定)*

&规定)共有
$*

条"从非法证据的预防与控制+审查与发现#认定

和排除"到瑕疵证据的补正与转化等
%

个方面"为防范非法证据!支

招%*如在非法证据的预防与控制方面"&规定)要求严格执行侦查人

员回避制度,严格执行侦查措施#强制措施和办案期限等相关法律规

定,严格执行不同种类证据的取证规定"推行犯罪嫌疑人讯问笔录#

亲笔供词#录音录像#悔过书!四证同步%制度"注意发现并收集口供

中提及的客观性证据*

!&规定)明确要求"对于经审查证据存在瑕疵的"应进行补正,证

据不符合法定形式要求的" 应进行转化, 通过其他方式无法补正"

需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 侦查# 公诉部门要共同制作出庭作证预

案--它既是侦查取证工作的.紧箍咒/"更是规范办案的助推器*%

黄耀奎深有体会地说*

用科技提升办案质量
江苏宜兴：“1+3”模式助力侦查取证

本报讯!记者卢志坚 通讯员金晶 王延卫" 犯罪嫌疑人陆某

在侦查阶段拒不认罪" 技术部门电子物证取证人员通过计算机综合

取证"成功提取陆某的
++

聊天记录"发现认定其挪用公款的关键证

据*

$

月
'%

日"陆某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这是江苏省宜兴市检

察院在自侦办案中强化技术性证据应用的又一个典型案例*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 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检

察机关只有将信息技术等高科技手段融入侦查工作
,

才能抢抓职务犯

罪侦查工作的主动权*%该院检察长王玉珏说*

!"''

年以来"宜兴市检察院在积极探索+努力实践的基础上"形

成了以信息为引导"以技术+人才+战法为保障的!

'-$

%职务犯罪侦查

模式"使侦查工作成为发现信息+利用信息+证明信息的过程*

通过建立职务犯罪侦查信息库" 宜兴市检察院实现与该市常住

人口+户籍+工商+税务等涉案信息共享"有效破解信息渠道不畅的制

约*与此同时"更加注重网络在收集职务犯罪线索中的应用"实时接

受群众网上举报*

!.#!

年"该院还专门组建信息情报搜集小组并设立

网络管理科"主抓案件线索搜集*截至目前"已搜集各类职务犯罪线

索
!..

余件"成案
/.

余件*

信息打前阵"!技术+人才+战法%来殿后*今年年初"该院建成电

子物证检验鉴定实验室"目前已有技术人员
#.

余名"其中入选最高

人民检察院人才库的文证鉴定+电子证据+心理测试三个门类的司法

鉴定人员
(

名*实验室依托自行研制建立的电脑取证+手机取证+现

场取证+网络取证+心理测试等操作平台"通过手机话单分析+信息恢

复+密码破解等技术"为突破案件服务*

!.#!

年以来"该院共进行电子

取证
/.

余次"成功突破自侦案件
)

起*

李代沫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
被检察机关依法批捕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见习记者贾阳" 今天"北京市朝阳区检

察院以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对犯罪嫌疑人李代沫依法批准逮捕*

李代沫" 浙江卫视 &中国好声音) 节目选手" 因深情演绎曲婉

婷创作的 &我的歌声里) 而走红* 因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 今年
$

月
#/

日 " 李代沫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事拘留 *

(

月
)

日 "

公安机关以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向朝阳区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李代

沫*

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查实0 李代沫自
!.#(

年
$

月初至

案发" 在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的暂住地内多次容留卢某+ 郑

某+ 郝某等人吸食甲基苯丙胺类毒品*

检察机关认为" 李代沫为他人吸食毒品提供场所" 实施了容留

他人吸食毒品的行为*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于公安机

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三() 第
##

条以及刑法第

$*(

条之规定" 李代沫在自己有控制权的暂住地内多次容留他人吸

食毒品的行为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

据记者了解" 目前" 该案中同时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付某因涉

嫌贩卖毒品罪已被朝阳区检察院批准逮捕"涉案的三名吸毒人员已被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

张飚的故事之八#清廉篇

淡泊从容书写精彩人生
———五论张飚精神

"

本报评论员

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是穿

越时代的哲理# 无论时光如何

流转$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总有

一些精神值得传承$ 总有一种

境界值得向往和追求# 在困难

挫折面前毫不退缩%迎难而上$

在鲜花和掌声中淡泊从容 %不

骄不躁 $无论得失 %无论荣辱 $

都始终不坠青云之志$爱工作$

爱生活$ 为自己热爱的事业而

穷毕全部力量&&&多年来 $张

飚用这些朴素却不凡的精神禀

赋书写精彩人生$ 体现出了难

能可贵的高尚品质#

张飚的淡泊从容体现在他

潜心做事%不计得失的奉献精神

上#'事如芳草春长在$ 人似浮云

影不留#( 古人的词句启示我们$

人民公仆需有奉献精神$要立志

做事$不要迷恋做官#在检察一线

兢兢业业工作30余年$张飚潜心

做事$不避烦难$任劳任怨$讲原

则而不讲条件$讲奉献而不讲索

取$对职务待遇从不要求$对名利

地位从不计较$即便是老同事的

儿子当上了自己的领导$他也毫

无怨言$愿意把机会让给有能力

的年轻人#'出名(后$面对鲜花和

掌声$他总是强调'光荣属于所有

追求公平正义的检察官们(#

张飚的淡泊从容体现在他

耐得住清贫% 守得住寂寞的人

生品位上# 守住清正廉洁的底

线$才能挺起公正执法的脊梁#

30多年来$张飚始终按照'做人

要有原则,做事要有底线(的要

求$在精神上追求高境界$在物

质上却坚持低要求$ 不被浮华

遮眼$不被私利所囿$始终内心

纯净$ 不受一些嘈杂的声音所

影响$抵制住了各种诱惑$老老

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做事$真正

做到了自身正% 自身硬% 自身

净$ 以实际行动展示了当代检

察官的职业操守#

张飚的淡泊从容体现在他

面对困难时敢于迎难而上的人

生态度上# 身处法律监督工作

一线$ 张飚遇到的困难不难想

象# 当张高平申诉案的进展陷

入缓慢状态时$ 他也曾心存焦

虑)工作中遇到困难问题时$他

偶尔也会唉声叹气# 但无论何

时$他总是从不向困难低头$不

因挫折而轻言放弃$ 千万百计

攻坚克难# 他把所有问题都自

己扛 $不把负能量 '传染 (给他

人$只将希望和信心带给他人#

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

人生)你所抵达的境界$正是你

的事业#更多的人像张飚那样淡

泊从容$ 像张飚那样乐于奉献$

像张飚那样向上向善$这是百姓

之福%社会之幸#

愿我们的时代拥有更多张

飚*

面对情法抉择从不含糊
"

本报记者 徐盈雁

一圈淡绿色的墙裙+一台老

式洗衣机+一排铁钉做成的简易

钥匙挂钩--走进张飚的家"

&.

多平方米的空间处处透着上世

纪
/.

年代的气息*从结婚到退休"

张飚和老伴一直生活在这里"过

着朴素却不失温馨的日子*

因为张飚!管着%服刑人员"

一些亲朋好友有时会找到张飚"

希望他能!卖一个人情%*面对情

与法这道选择题"张飚答题时从

来不含糊*

!..)

年的一天" 张飚接到

一位老同学的电话"请他务必参

加同学聚会*同学情深"张飚如

约而来*聚会现场"张飚发现"除

了同学之外" 还有几个陌生人"

经介绍
,

得知其中一人是一名服

刑人员的亲属*

职业敏感性让张飚立刻意

识到了不妥* 简单寒暄后" 张

飚便借故离开" 他的同学立刻

追赶上来* 在张飚的再三追问

下 " 老同学终于说出了实情 *

原来" 那名服刑人员亲属希望

通过老同学的牵线搭桥" 建立

起与张飚的联系"为自己的亲属

创造减刑条件*

老同学说明事情缘由后"希

望张飚能给自己一个面子"先坐

下吃一顿饭* 当着老同学的面"

张飚很严肃地说0!这不是面子

的问题"而是我做人原则和底线

问题* 我作为执法的监督者"更

不能徇情枉法*这饭我不能吃*%

说完"张飚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

年
&

月" 一个熟人专

门来到张飚办公室"一番寒暄后

说明了来意0自己一位亲属正在

石河子监狱服刑"并且即将刑满

释放*这名服刑人员刑满释放的

前一天" 正好是其儿子的生日*

这名熟人问张飚"能否看在多年

朋友的分上"提前一天释放这名

服刑人员"让他能参加儿子的生

日宴会*

虽然只是一天刑期"张飚依

然坚守底线"当场予以回绝0!我

也是一个父亲"能理解做父母的

心情*但是法律就是法律"不能

因为私情而改变* 少服刑一天"

即使我允许"法律也不允许*%最

后"这名熟人只好悻悻离去*

!不吃不拿"日子虽清淡"心

里却踏实*%张飚说"打铁还需自

身硬"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

关"要想监督好别人"首先要做

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

“六尺巷”有个检察版
"

本报记者 贾富彬

通讯员 任 磊

阳春三月" 山东省阳信县村

民王和光却高兴不起来*站在地头上"眉头紧锁"一件烦心事萦绕在

他的心头0与邻地之间的地界纠纷已经两年多了"一直得不到有效解

决*最后"王和光走进了镇上的派驻检察室*

!是不是对方上面有关系"欺负我们老百姓1%走进检察室里的王

和光怒气冲冲地质问*

!别着急"有啥事慢慢说*%检察室工作人员耐心劝导"王和光的

情绪逐渐平静下来*

事情了解清楚之后"检察人员进行了认真研究*为防止纠纷进一

步升级"他们及时联系村委会干部"详细了解事发情况和双方意见"

并与村委会共同确立了分别做双方思想工作的思路*

一天"检察人员找到王和光*!老王"你知道.六尺巷/的故事吗1%

!我哪里知道"我一个种地的老百姓"又没有文化*%王和光话里

明显带有火药味*

!呵呵"如果想知道的话"我就给您讲讲*%检察人员不温不火*

!清朝有个宰相叫张廷玉"他的父亲在老家盖房子"与一位姓叶的邻

居为争地发生了争执* 张廷玉的父亲就写信给张廷玉" 让他出面干

预*张廷玉见信后"作了首诗劝导老父亲*.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

尺又何妨1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廷玉的父亲看信

后"明白了其中道理"立即把墙主动让出三尺*叶家见此情景"深感惭

愧"也主动把墙让出三尺*就这样"张叶两家的院墙之间"形成了六尺

宽的巷道"成了有名的六尺巷*%

!哦--%王和光若有所思*!道理我是懂得的"只是忍不过*只要

对方让步"我也让步*%

之后"检察人员以同样的方式"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基础上"

分别向双方解释相关土地政策和法律规定"最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

最终"王和光主动退后
#

米"作为走道,对方也主动退后
#

米"挖

成排水沟*一起矛盾纠纷得到了圆满解决"检察版!六尺巷%故事在当

地也不胫而走*

海南启动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
本报讯 !记者李轩甫 通讯员熊成征" 海南省检察院

近日启动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同时公布

了专项检察举报电话及举报邮箱$专项检察中!将对罪犯进

行全面摸底!逐人登记建档!逐人逐案进行审查,发现执法司

法人员徇私舞弊"失职渎职等构成犯罪的!将依法从重追究

刑事责任$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

月
#&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分析研究一季度经

济形势! 部署落实
!.#(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

确定金融服务 %三农' 发展的措施! 决定延续并完善支

持和促进创业就业的税收政策$

学习兵团精神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车排子垦区检察

院积极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教育学习内容#近日$该院组织干警到
#!$

团团史馆参

观学习$接受兵团精神教育# 本报记者杨英华 通讯员张彦志摄

编辑 李钰之 张灿灿 校对 杨金辉 周 旭

网络大V更应谨言慎行自律守法
———“薛蛮子”因患严重疾病被取保候审 深刻反省心路历程

"

新华社记者 白 阳

!这是我人生最大的一次跟

头 " 教训刻骨铭心 * 我愧对家

人 " 愧对信任我的人 " 我向所

有受到我不良影响的人道歉*%

记者获悉" 犯罪嫌疑人薛必

群因患有严重疾病"公安机关根据

刑事诉讼法第
&*

条关于 !患有严

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

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

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

以取保候审%之规定"决定对其取

保候审*在此之前"他透过媒体向

公众致歉"真情吐露被捕半年多来

深刻反省的心路历程*

$发微博犹如皇帝上

朝%大
$

更需谨言慎行&

!.#$

年
#.

月
#.

日"网络大

0

!薛蛮子%'中文名薛必群(因涉

嫌聚众淫乱和寻衅滋事罪被依

法批捕* 几个月后"再度面对媒

体的!薛蛮子 %看上去气色好了

很多*

!在看守所里" 我读了一百

多本书"也对自己的过去做了很

多反思* %据了解"从!网络草根%

摇身一变成为拥有
#!..

万粉丝

的大
0,

!薛蛮子% 恰好赶上了微

博在中国井喷式发展的
$

年* 风

趣幽默的个性特征"!万金油%式

的知识结构"再加上曾经发起过

一些公益活动"让他迅速跻身微

博最早一批!千万级%大
0

之列"

影响力扶摇直上*

!那时候我一天发
/.

条微

博" 每天收到的评论就超过
#.

万条* 你想啊"背后有
#...

万人

挺我 " 就是口水都能把对方淹

死"我就飘飘然了 "感觉自己每

天跟皇帝上朝批阅奏章一样"能

量特别大" 逐渐开始忘乎所以"

甚至哗众取宠了* %

!舟山人头发里汞超标 % +

!自来水里含避孕药 %+!南京猪

肉铅超标 % + !惠州猪肝铜超

标% --为了博得眼球+扩大影

响力" 从
!.#!

年
(

月起"!薛蛮

子 % 不断在微博上扩散各种骇

人听闻的言论 " 恐慌情绪快速

蔓延"给当地产业发展带来严重

影响*

回顾往事 "!薛蛮子 % 反思

道0!大
0

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

表着粉丝的期待和信任来说话"

更应该谨言慎行"过去我没有意

识到这点* 为了膨胀的虚荣心"

我不负责任地把未经核实确认

的消息发出去"结果造成社会和

经济上的损失 "我很惭愧 "我辜

负了大家的信任* 如果有机会"

我还要再次向舟山渔场的人民

道歉* %

'以前只想及时行乐 %

现在无颜面对妻儿&

!薛蛮子%坦承"他在美国生

活了
$(

年" 深受西方价值观影

响"起初并不觉得聚众淫乱是违

法犯罪问题* !我在国外就嫖娼

过"回国后也经常短信招嫖* 两

年前我被查出结肠癌晚期 " 当

时脑子就轰地一声 " 觉得自己

完了 " 人生苦短 " 不如及时行

乐*%

发 现 自 己 身 患 绝 症 后 "

!薛蛮子% 不仅没有收敛" 反而

变本加厉 " 先后多次同时与多

名女性聚众淫乱" 直到
!.#$

年

/

月
!$

日因涉嫌嫖娼被北京警

方当场查获*

!进了看守所后我才彻底明

白 " 人在最关键的时候 " 想的

不是有多少钱做多大的官 " 而

是对父母 + 兄弟 + 爱人和孩子

有多大影响*% 他说" 这次事件

不仅让他个人名誉扫地 " 更让

他歉疚的是 " 他在家人面前苦

心孤诣经营的良好形象也瞬间

幻灭了*

!聚众淫乱也好" 卖淫嫖娼

也好" 都是用金钱来满足肉欲"

本身就意味着道德堕落 * 作为

丈夫和父亲" 我没能尽到责任"

反而让夫人被迫远走他乡 " 两

个年幼的孩子被人指手画脚 "

以后我该怎么面对他们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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