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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专项检察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
本报讯 !记者周泽春 通讯员邓七一 王霖" 湖北

省检察院决定自即日起至年底!在全省开展减刑"假释"暂予

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 此次专项活动将按照清理摸底"核

实"纠正和查处违法问题"督促整改"检查验收四个阶段逐步

推进$为扎实开展此次专项检察活动!湖北省检察院向社会

公开举报电话和网址!接受人民群众对专项活动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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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规要求

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必须开庭审理
本 报 北 京

!

月
"#

日 电

!记者徐日丹" 最高人民法院

今日下发 !关于减刑" 假释案

件审理程序的规定#$ 要求职务

犯罪在内的六类减刑" 假释案

件必须开庭审理 $ 所有减刑 "

假释案件须在立案后五日内依

法向社会公示%

!规定 # 指出 $ 对六类减

刑 " 假释案件 $ 应当开庭审

理& 因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报

请减刑的' 报请减刑的起始时

间" 间隔时间或者减刑幅度不

符合司法解释一般规定的' 公

示期间收到不同意见的' 人民

检察院有异议的 ' 被报请减

刑 " 假释罪犯系职务犯罪罪

犯 $ 组织 !领导 " 参加 " 包

庇" 纵容#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罪犯$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

金融诈骗犯罪罪犯及其他在社

会上有重大影响或社会关注度

高的' 人民法院认为其他应当

开庭审理的%

江苏省"镇江市两级检察院日前组织部分全国"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人民监督员和特约检

察员$到镇江市经济开发区检察院调研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 本报记者卢志坚 通讯员丁智摄

高检院一集体二个人荣获
中央国家机关五一劳动奖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见习记者许一航" 今天上午$中央国家

机关五一劳动奖状"奖章颁奖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最高人民检察

院共有
!

个集体和
"

名个人获得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颁发的五

一劳动奖状"奖章%高检院案件管理办公室获得五一劳动奖状$高检院

司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张步洪"侦查监督厅罗强获得五一劳动奖章%

柔情法网温暖“老年犯”
河南西峡：专人专业办理老年人犯罪案件

本报讯!记者高传伟 通讯

员王永强 马志全 " 近日 $在

河南省西峡县检察院的协调下$

#$

岁的被告人白某失火案 $在

其家门口进行开庭审理%法院采

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当庭

以失火罪从轻判处白某有期徒

刑六个月$宣告缓刑一年%庭审

结束后$该院公诉局局长乔玉安

将写有手机号码的纸条交给白

某&(有啥困难$跟我联系%)

白某家住该县米坪镇一深山

区偏远农村$离县城
!%%

余公里%

今年
!

月
"$

日$他在春节前祭祖

扫墓时$不慎引发火灾$使
$&'

公

顷集体林地失火%今年
'

月$西峡

县检察院以失火罪对白某提起公

诉%鉴于被告人年纪较大$且耳聋

行动不便$ 该院遂协调法院到白

某家门口开庭审理%

近年来$该院在办理 (老年

犯)案件时$坚持(教育为主$ 惩

罚为辅)$ 少捕少诉少监禁$ 慎

讯慎诉慎刑期$ 在法律范围内

最大限度保护老年人% 对老年

人过失性轻微犯罪$ 他们适时

采取不捕直诉" 附条件不起诉

等措施% 在开庭审理环节 $ 该

院谨慎出庭支持公诉$ 协调法

院创新实行 (圆桌审判)" (庭

院审判) "(地头审判)等审理模

式%此外$该院还组建老年人犯

罪办案小组$对老年人犯罪实行

专人办案$专业办理%

据统计$

"%!"

年至今$该院

办理的
!(

件老年人犯罪案件被

宣告缓刑$所提出的
)

条检察建

议均被法院采纳%

上海发布2013年度金融检察白皮书
涉及理财产品、电子交易等新类型案件频发

本报讯!记者林中明 通讯

员徐蕾蕾"

'

月
"*

日$上海市

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 发布

"%!(

年度金融检察白皮书 $同

时发布
"%!(

年度金融犯罪十大

典型案例$对金融机构"社会公

众发出风险提示%

该院新闻发言人朱庆华介

绍$

"%!(

年$上海市检察机关共

审查起诉金融犯罪案件
!'!!

件

!+%)

人 $ 件数和人数分别较

"%!"

年下降
'(&(,

"

$"&',

$降幅

明显%涉案罪名仍以信用卡诈骗

罪居多$ 非法经营罪大幅减少'

理财产品案件集中出现$欺骗性

大'骗取贷款案件增加$作案手

法相似'涉众型案件多发$社会

影响大' 作案手法高低端并存$

网络化趋势明显%

"%!(

年$上海市检察机关向

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制发

检察建议
!*

份$ 在推动金融机

构完善内控机制方面取得了明

显成效%

上海市检察院金融检察处处

长肖 介绍$金融产品不断创新"

金融法规相对滞后" 法律风险预

估不足等综合因素使金融犯罪圈

不断扩大% 对此$

"%!(

年度金融

检察白皮书建议相关部门加大对

金融违法的执法力度和对严重金

融犯罪的打击力度$ 完善行政执

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 加强对以

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创新的

研判和风险评估' 在行政监管转

型过程中真正实现功能性监管$

构建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

胡泽君会见韩国大检察厅次长任正赫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

记者郑赫南" 今天下午$最高人民检察

院常务副检察长胡泽君在北京会见了韩国大检察厅次长任正赫一行%

胡泽君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曹建明检察长$ 对韩国检察代表团

到高检院做客表示热烈欢迎%她首先对韩国(岁月)号沉船事故表示关

注$并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任正赫对此表示感谢$并表示$韩国将采

取全面措施$妥善处理这个事件$并为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作出努力%

胡泽君表示$中国检察机关多年来始终重视加强与世界各国司法

机关和国际组织的合作$注重以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和国际公约为基础
-

加强打击跨国腐败犯罪的力度
.

注重构建区域性的司法合作机制
-

拓展

反腐败国际司法协助新途径
.

注重强化与其他各国检察机关的直接合

作
-

提高打击跨国腐败犯罪的效率%胡泽君还介绍了我国检察机关按照

中央部署推进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情况%她最后表示$中韩两国检察

机关要共同努力$让双方合作向纵深方向发展$特别是在打击腐败犯

罪"打击跨国犯罪方面$有更多合作%

任正赫感谢胡泽君的会见$希望两国检察机关及检察人员从各方

面加强交流与合作%

北京石景山：保障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史绍丹 通讯员朱六一 成于庆"

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今天召开打击侵犯网游公司著作权犯罪"保障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该院
"%!"

年以来办理的
(

起

侵犯网游公司著作权犯罪典型案件$并介绍了该院服务保障文化创意

产业的做法和成效%

(近
$

年来$石景山区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发展$尤其是以网络游戏

为代表的数字娱乐产业形成了品牌效益%结合区情$我院形成了*以服

务文化创意产业科学发展+为结合点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打击"监督"

预防"保护等检察职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院副检察长程国相说%

据悉$石景山区检察院专门成立了文化创意产业检察保护工作领

导小组$对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犯罪等重大案件进行督办%为强化

制度保障$该院与区公安分局"法院"知识产权局等单位联合签署!司

法保障助推中关村石景山园发展合作框架协议#$ 并在石景山园区管

委会网站下设网络检察联络室$ 由
!"

名业务骨干担任网络检察联络

员$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

光明日报与法大共建新闻学院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见

习记者贾阳" 今天上午$ 光明

日报社与中国政法大学合作共

建(光明新闻传播学院)签约暨

揭牌仪式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

据悉$这是中央媒体与高校首次

共建新闻传播学院%

根据共建协议$光明日报社

与中国政法大学双方共同组成

(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

院院务委员会)$ 负责研究决定

学院的重大事宜%同时双方将在

共建精品课程与教材"共建实习

实践基地" 共建国家级研究智

库"共建新型研究平台"共同开

展业务骨干培养与培训"共同改

善学院的基础设施与办学条件

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编辑 柴春元 郑 智 校对 赵 鹏 侯 静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第四次峰会将在上海举行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

四次峰会将于
$

月
"%

日至
"!

日在中国上海举行$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并主持会议$

广西处理“副镇长酒后死亡事件”责任人
据新华社南宁

!

月
"#

日电!记者夏军" 记者从广西

壮族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获悉!近日!广西来宾市兴宾

区迁江镇发生一起公务接待中违规上酒&饮酒!致使该镇

拟任副镇长钟某酒后意外死亡事件$ 自治区党委高度重

视!自治区纪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会同来宾市有关部门

及时进行查处!对相关
!!

名责任领导进行严肃处理$

甘肃酒泉原政协主席涉嫌受贿受审
据新华社兰州

!

月
"#

日电!记者王博" 甘肃省酒泉

市原政协主席杨林利用主管城市建设的职务便利及职务

影响力!为他人承揽工程&调动升迁提供便利!收受现金&

汽车&房产等财物折合人民币
!(%%

余万元!被检方以涉嫌

受贿罪提起公诉$ 兰州市中级法院
")

日公开开庭审理了

此案$审判长宣布本案将择期宣判$

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
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

对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进行了立案检查%

经查$李春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妻"女收受他人所送巨额财物'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弟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

活动$造成国家财政资金巨额损失'腐化堕落%

李春城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违法$其中受贿"滥用职权问

题已涉嫌犯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李春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

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涉案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其开

除党籍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公务员观念需“更上层楼”
"

金 绡

日前$山西一对男女烧香跪拜鹳雀楼$祈祷鹳雀楼能保佑他

&更上一层楼'$落实副科待遇%据了解$跪拜的男子是一名普通的

公务员%

众目睽睽下$ 这名公务员的跪拜十分可笑%&可怜夜半虚前

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是两千多年前贾谊对汉文帝的讽喻%而

两千多年后$公务员仍将自身的进取寄托于鬼神之上$这背后隐

藏的迷信观念实在是愚昧糊涂%

跪拜鬼神$将自身进步企望于鬼神的眷顾$而不是建立在为

民服务勤奋工作的基础之上$既是理想信念的缺失$也是务实作

风的缺失%这样的公务员$行使着公权

力$ 执行着国家公务$ 如何能让人放

心(作为人民公仆$不能时时想着官位

要&更上一层楼'$而要在踏实工作的

观念上&更上一层楼'%

高检院召开党组会议 曹建明强调

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会议审议通过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实施办法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

者王治国 通讯员周石玉 "

'

月
"*

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

党组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贯彻

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

体系
"%!(!"%!#

年工作规划-的

实施办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

组书记"检察长曹建明主持会议

并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全面贯

彻落实!工作规划#部署要求$充

分履行查办与预防职务犯罪和

诉讼监督职能$突出抓好过硬检

察队伍建设$扎实推进惩治和预

防腐败体系建设%

会议认为 $ 全面推进惩治

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是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

的重要部署$ 检察机关要按照

中央统一部署$ 结合检察工作

实际$ 有重点" 分步骤落实各

项工作任务$ 不断增强推进惩

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自觉

性和责任感%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全会"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

对检察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紧紧

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

紧紧围绕强化法律监督"强化自

身监督"强化过硬队伍建设的主

线$ 坚决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

进一步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

监督$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反腐

倡廉建设中的职能作用%

会议强调$要突出抓好自身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始终

把信念坚定作为检察队伍的政

治灵魂$切实增强队伍组织纪律

性% 持之以恒地抓好作风建设$

坚决纠正(四风)和执法司法作

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决查

处检察人员违纪违法案件$加大

通报曝光力度%加强对执法办案

活动内部监督$健全检察权运行

制约和监督体系$完善执法办案

责任体系$不断提升检察机关执

法公信力%

据悉$为贯彻落实中央 !建

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

年工作规划#$ 高检

院结合自身实际$研究制定了实

施办法$包括进一步查办和预防

职务犯罪"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

律监督"推进自身惩治和预防腐

败体系建设等方面内容%

高检院召开党组会研究推动深化整改工作措施 曹建明强调

采取有力举措推进整改任务落实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

者王治国 通讯员覃剑峰 "

'

月
"*

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曹建明主持召开高

检院党组会$传达学习刘云山同

志在部委"企业"高校深化整改

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高检院推动深化整改工作

措施%曹建明强调$整改工作事

关教育实践活动实效和检察工

作发展$高检院党组和各厅级单

位领导班子要高度重视$采取有

力举措扎实推进各项整改任务

落实$切实防止整改工作抓而不

紧"抓而不实$确保取得人民群

众满意的成效%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调研

指导教育实践活动等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进一步增强深化整改工作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 $ 坚决克服松

劲"观望思想和应付"畏难情绪$

以钉钉子精神继续狠抓落实$确

保整改成效让群众看得见"感受

得到"大多数人满意%

会议强调 $ 要将 (三严三

实) 要求贯穿深化整改工作全

过程$ 对应当完成的整改项目

分类梳理$ 提出意见$ 进一步

明确责任领导" 责任部门和时

限要求$ 加大整改力度 % 要采

取日常监督" 专项监督 " 群众

监督相结合的方式监督检查整

改落实情况$ 严格制度落实责

任制$ 加强考核工作$ 真督实

促$ 确保中央和高检院出台的

各项规章制度和整改举措得到

坚决有效执行%

会议强调$要将深化整改工

作与全面深化检察改革相结合$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进一步完善

检察权内部运行机制和内外部

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健全检察一

体化工作机制$全面提升检察机

关严格公正规范执法水平$以检

察工作创新发展成果检验整改

工作成效%

会议要求$要及时公布整改

举措$充分展示整改成果$大力

培育"树立检察机关践行群众路

线先进典型$讴歌检察人员执法

为民崇高精神$推动党员干部以

典型为镜"向先进看齐$为顺利

推进整改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