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 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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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彭文芳

!拿回了
!

万元血汗钱"儿

子上大学的学费有着落了#$浙

江省浦江县的老黄终于露出了

笑容#而他的老板邱某也因为没

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正积极为

企业复兴寻找出路#

浦江县西山纺织工艺品厂

创办于
"##$

年" 曾是该县的纳

税大户" 近年企业发展渐显疲

软#今年春节前夕"拖欠
"#

多名

员工
%&

万余元工资的企业主邱

某玩起了人间蒸发#后经公安机

关立案侦查"今年
'

月底"邱某

被抓拿归案#

(

月
%

日" 公安机

关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向县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邱某#

!如果将邱某批准逮捕"很

容易激化双方的矛盾"工人们更

无法拿到工资"企业也可能真的

要倒闭了#$ 承办检察官心存顾

虑#检察官通过一次次向犯罪嫌

疑人及其家人释法说理% 教育"

终使邱某答应尽快想办法凑足

这
%&

万元拖欠工资款#

!没想到半年多没讨到的工

资"检察院几天之内就帮我们讨

到了&$

(

月
'

日" 老黄等
"#

多

名员工从邱某家中领回了被拖

欠的工资后"对自己的老板也表

示了谅解#鉴于此"

(

月
(

日"该

院结合邱某的犯罪情节"对其作

出不批捕决定#当天"邱某从看

守所回到家"就与家人商量企业

下步如何发展#

!这是一着双赢的棋#我们在

执法办案中"不能就案办案简单一

捕了之" 要兼顾群众的利益诉求"

注重保护企业发展"切实维护民生

民利#$该院检察长李良才说#

近日!广东省河源市检察院举行防暴恐演练"据悉!为切实保障

检察机关正常信访秩序和机关正常办公#办案安全!该院制定$机关

大楼安全事件应急预案%!成立反恐维稳应急领导小组和应急分队!

定期开展反恐防暴应急处置模拟演练"

本报记者朱香山 通讯员韦磊摄精细化管理带来“精准监督”
云南嵩明：监所工作连续5年名列全市榜首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杨健鸿

通讯员方国良" 正在杨林监狱

服刑的李某近日收到了法院发

来的裁定书"宣布对他减刑十个

月#为了他的这次减刑"云南省

嵩明县检察院派驻杨林监狱检

察室的检察官可没少忙活#

为加强日常管理"嵩明县检

察院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为

在押人员%服刑人员建立了完备

的档案"对服刑人员日常考核%

表扬等情况认真审查"及时录入

电脑#今年初"杨林监狱第一季

度的减刑评审结束后"服刑人员

李某向派驻检察官反映其符合

减刑标准却没有进入监狱减刑

评审的名单# 派驻检察官调出

档案后发现"李某的确达到了减

刑条件"却在评审减刑前一个月

因病住院"被无意遗漏#于是"该

院向监狱发出了纠正违法通知"

要求按规定为李某报请减刑#收

到通知后"杨林监狱立即召集监

区长会议"专门为李某召开了提

请减刑假释执法评审会"并为他

报请减刑#据悉"仅今年上半年"

该院共审查监狱提请减刑 %假

释%保外就医
""))

件"纠正提请

不当
%%#

件#

该院还加强对收押% 释放%

教育改造等执法活动的现场监

督" 实行严格的 !日志管理$#

在刑罚变更执行中" 加强对服

刑人员基础情况的收集" 及时

录入电脑" 并根据资料情况进

行预警检查#

嵩明县共有两个监狱和一

个看守所"对于一个基层检察院

监所部门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

验"然而该院监所工作却连续五

年成为昆明市的第一#!这全都

得益于我们实行的精细化管理"

让法律监督更为精准#$ 该院检

察长贾永强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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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检察院】

着力查办职务犯罪大要案
本报讯!通讯员王洪录" 今年上半年!四川省苍溪县检察院加

大查办职务犯罪大要案件力度! 重点查处国家公职人员和医疗系统

的职务犯罪窝案" 截至
'

月底! 该院已查办职务犯罪案件
%"

件
%!

人!其中要案
%

件
%

人!其他均为大案"目前!已有
$

人被法院作出有

罪判决!另有
!

件已起诉到法院!其余
'

人已侦查终结"该院每次讯

问犯罪嫌疑人时都邀请人民监督员到场监督! 让每起案件都在阳光

下运作"

【乌鲁木齐市检察院】

预防职务犯罪宣讲进企业
本报讯!记者吕立峰 通讯员何海燕"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检察院组织的预防职务犯罪宣讲团来到了乌石化开展预

防职务犯罪宣讲活动"

)

位宣讲团成员用生动#真实的案例!深刻分析

职务犯罪的危害性和如何守住廉政防线!教育警示乌石化企业领导干

部及工作人员不断增强廉洁自律和拒腐防变的能力!使现场的乌石化

"##

余名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深受教育"据了解!从
"#%!

年以来!该院

就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深入反腐败#大家来预防%为主题的专项$五

进%宣讲活动!目前已有
!(

家单位!近
!

万人接受警示教育"

【昌邑市检察院】

“五个零”塑造队伍新形象
本报讯!记者卢金增 通讯员李长城"

(

月
%$

日!山东省昌邑

市检察院结合当前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在广泛收集群众

对基层检察工作意见的基础上!开展$五个零%活动!以期进一步塑造

队伍新形象"$五个零%即&推行信访$零障碍%#法律服务$零迟延%#检

务公开$零距离%#规范办案$零瑕疵%#司法不公$零容忍%"

“我会陪你走一程”
江苏淮安：为未成年被不起诉人建立“护航日志”

本报讯 !通 讯 员 张 士 海

汪彦 " !小陈打来电话 " 他

在上海开的理发店已开业 " 开

始自食其力啦''$ 近日 " 江

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检察院未检

科科长杨梅打开扉页写有 !护

航日志 $ 的笔记本 " 高兴地写

下上面一段话#

谈起 !护航日志$ 的来由"

杨梅介绍说 "

"#%"

年
%"

月初 "

她接手了小陈盗窃一案 # 在和

小陈谈话时 " 杨梅发现 " 只有

%'

岁的他 " 对有关父母的话题

非常抗拒 # 后经了解得知 " 早

在小陈
)

岁时" 他母亲因家庭矛

盾服毒自杀 " 父亲在外打工又

重新组织了家庭 " 他一直和爷

爷奶奶在老家生活 # 小陈父子

关系非常紧张#

根据小陈的犯罪情节及后

果 " 淮安区检察院经研究决定

对其作了不起诉处理 # 但杨梅

认为 " 如果不能解开这对父子

的心结 " 小陈很有可能再次犯

罪 # 于是 " 杨梅和小陈父子

!约法三章 $( 每个星期互通一

次电话 % 小陈每个月给杨梅写

一封信汇报思想 % 每季度双方

进行一次面对面交流谈心#

为了记录 !约法三章 $ 的

执行情况 " 掌握小陈的成长动

态 " 杨梅特意买来一本精美的

笔记本进行记录" !护航日志$

由此产生 " 并逐步由小陈的个

案扩展到该院每一位被不起诉

的未成年人" 形成了制度#

通过 !护航日志$" 案件承

办人和未成年人本人及家庭成

员% 学校老师% 所在社区工作人

员建立互动机制" 承办检察官及

时了解被不起诉未成年人的思想

状况% 学习状况% 行为状况和情

感状况 " 并一一记入 !护航日

志$" 及时分析研判# 一旦发现

不良苗头" 立即联合家庭% 学校

或邀请有关社会组织一起进行帮

助和矫正" 确保他们不再走上违

法犯罪道路#

据统计 " 自
"#%"

年
%"

月以

来"该院共对
%#

名被不起诉未成

年人记录 !护航日志$

"%(

次"根

据对日志记载情况进行分析研

判发现的不良苗头"检察官联合

区关工委%区团委等社会工作者

对相关未成年人进行有针对性

的帮教
!'

次"及时纠正了他们的

不良行为# 目前"所有被!护航$

的未成年人无一重新犯罪#

!目前" 在对被不起诉未成

年人的案后帮教方面 " 我国法

律尚无明确规定 # 因此 " 对这

些一度迷失人生航向的孩子 "

检察机关不能一宣了事 " 还应

陪他们前行一程 " 为他们的健

康成长保驾护航#$ 杨梅深有感

触地说#

偷摩托车不认账
监控录像验真身

看见一辆摩托车忘记拔钥匙"

心生贪念将其盗走"被发现后还死

活不承认"然而这一过程却被监控

录像实时记录下来 #近日 "福建省

漳浦县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将张

海批准逮捕#

今年
!(

岁的张海在漳浦一酒

店负责水电网络维修工作#

)

月
%)

日中午"张海午饭过后准备回宿舍

休息 "途经酒店车棚时 "发现一辆

没拔钥匙的摩托车 &价值人民币

()"$

元'"顿时心生贪念#为了防止

被人发现 "张海穿上雨衣 "戴上头

盔 "将摩托车启动开出酒店 "后将

该摩托车藏到其姐夫家"谎称是自

己购买的#车主陈某发现摩托车被

盗后" 通过调取酒店的监控录像"

发现偷走自己摩托车的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的同事张海"于是找张海

要车 "张海却死活不承认 #无奈之

下"陈某只好报警#

'

月
%#

日"张海

被警方抓获归案"在观看监控录像

后" 张海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

&陈燕贵 林曼娜'

回乡探亲把酒言欢 酒后滋事无故伤人
兄弟二人醉酒后去网吧上网"

网没上成却无故将网吧管理人员和

一名上网人员打伤#近日"河南省禹

州市检察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吴

昌东%吴昌府依法批准逮捕#

原来"吴昌东%吴昌府兄弟二人

常年外出打工"今年清明节期间"二

人都赶回禹州老家看望父母# 父亲

吴某看到久别重逢的儿子心情分外

激动" 就置备了酒席给儿子们接风

洗尘#席间父子三人把酒言欢"互诉

牵挂之情#不久"吴某就喝醉了"兄

弟二人则醉醺醺地到镇上的网吧上

网# 网吧管理员方某见他们酒气冲

天"就劝说二人回家休息#吴昌府认

为方某瞧不起自己" 遂与吴昌东对

其大打出手# 原本在网吧上网的孟

某起身想要躲开" 也被兄弟二人拉

住拳打脚踢# 后兄弟俩醉倒在网吧

呼呼大睡#被民警强制醒酒后"二人

对滋事行为还浑然不知" 直到看到

网吧监控录像"方才悔恨交加#经鉴

定"被害人方某%孟某的伤情均构成

轻微伤# &王晓晓 丁自领'

利用系统漏洞 大肆贪污公款
医院收费员与技术人员勾结"

利用计算机收费系统漏洞" 大肆侵

吞公款# 近日"李利民%王秀美%贲

娟%金莉莉%乔娜等
)

人因涉嫌贪污

罪" 先后被河北省秦皇岛市检察院

决定逮捕#

"##&

年年初"秦皇岛市某医院门

诊收费员乔娜在工作中发现"收费系

统存在漏洞"可以同时打开两个窗口

进行收费# 乔娜遂起贪念"采取在两

个窗口中分别输入不同的收费金额

并将三联收据分两次打印"将差额据

为己有的方法"至
"#%%

年年底累计骗

取公款
%#*

万余元#

"#%"

年年初"该

医院收费员王秀美%贲娟%金莉莉三

人也发现这一系统漏洞" 三人共同

密谋后" 与该医院计算机收费系统

后台技术人员李利民勾结" 由三人

在前台采取同时打开两个窗口%分

开打印收据的方法收费" 李利民则

在后台修改数据"至
"#%!

年
)

月"

$

人

累计骗取公款共
%&#

余万元#

)

名嫌疑

人被逮捕后"该医院另一名收费员许

丽萍投案自首 &后被取保候审'"经

查"许丽萍与李利民勾结"以同样方

法累计骗取公款
$&

万余元#

&纪亚东 肖青峰 霍继朝'

【廊坊市检察院】

检校共建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李泽军 刘振山" 今年以来!河北省廊坊市检

察机关与该市学校#教育管理部门联合创新$检校共建和谐校园%活

动的方式方法!采取开通$青少年法律维权热线%!成立$青少年爱心

帮教志愿者协会%!对涉案在校生开展$一对一%跟踪帮教!$青少年法

制教育宣讲团%进校园!邀请学生排演情景剧引导学生加强自我不良

情绪管理!以检察机关$青少年健康成长管护中心%为平台开展心理

矫治#社会帮教!对品学兼优#家境贫困的学生进行结对帮扶等措施!

从源头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关心帮助爱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为搞好司法警察岗位大练兵活动!

(

月
%)

日! 重庆市检察院法

警总队#该市永川区检察院法警支队与荣昌县检察院法警大队
"#

余

名法警!到重庆市公安局来龙湖民警战训基地!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本报记者沈义 通讯员黄进摄

近日! 贵州省平塘县检察院邀请该县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到该院参观交流!旁听有关会议!让他们了解检察机关研究重大案件

和决定重大事项的程序!感受检察机关如何依法规范行使检察权"

本报通讯员王玲摄

【宁波市检察院】

集中清查“三类罪犯”
本报讯!记者屠春技" 自今年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

项检察活动以来!浙江省宁波市检察机关针对辖区内职务犯罪#金融

犯罪#涉黑犯罪等$三类罪犯%!通过逐人见面谈话#联合审查#重新体

检等方式进行全面摸底工作!加强对$三类罪犯%法律监督!并结合本

地监所检察工作实际!增加监狱&看守所#社区矫正'$三类罪犯%基本

情况统计要求!全面掌握辖区内罪犯情况"截至目前!共计发送各类

检察建议
'

件!专项检察活动取得初步成效"

近日!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检察院邀请区人大代表#全市部分公

诉干警等观摩#评议芦某#刘某挪用资金案庭审"该院此举旨在进一

步提高公诉干警的办案水平及庭审驾驭能力"

本报通讯员耿靖然 记者叶红摄

广西全州：帮助社区矫正人员就业
本报讯!记者邓铁军 通讯

员廖维玉" !我现在在县城一

家建筑公司做电焊工 " 收入比

以前在家种水稻高多了 " 感谢

检察官为我就业所作的努力 #$

近日 " 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

检察院监所科检察官唐攀接到

了社区矫正人员小蒋打来的电

话 " 他对该院为其提供的 !私

人订制$ 式就业服务非常感激"

并表示自己赚钱了就准备回乡

下修房子#

今年
!

月
%"

日" 小蒋因入

室盗窃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二年 #因为缺乏必要的

劳动技能"尚在缓刑考验期内的

小蒋只能在乡下种植水稻"经济

收入少"而他生病的母亲需要钱

治疗"于是萌生了外出务工的想

法# 该院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

即与该县职业教育学校联系"先

送小蒋到该校学习了电焊技术"

之后经该院与劳动部门沟通"推

荐小蒋到县城某建筑公司工作"

使他得以自食其力#

该院在深入乡村和社区"积

极矫正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

外执行和剥夺政治权利五类监

外执行人员时发现"部分矫正人

员为子女上学%家庭医疗费用等

生计问题不得不外出务工"还有

部分矫正对象在本地就业市场

因缺乏谋生技能无法就业"或其

掌握的劳动技能本地无相应的

就业岗位#这些社区矫正人员因

就业难导致失去了经济来源"有

重新违法犯罪倾向#如何加强社

区矫正效果"让社区矫正人员有

一技之长和经济来源"重新融入

社会)该院积极探索出社区矫正

工作新渠道"一方面联合劳动部

门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在劳动

技能方面的培训"另一方面通过

建立劳动就业基地"为他们提供

具体的用工信息"让矫正人员根

据自身特长和用人单位进行双

向选择"此举为社区服刑人员和

矫正人员搭建了广阔的就业平

台#

!检察院热心帮助社区矫正

人员谋职 " 我们用人企业也放

心#$ 全州县一建筑安装工程公

司负责人说 " 检察机关这张名

片"让他消除了雇用矫正人员的

疑虑#

据悉"该院今年来组织了
!%

名社区矫正人员参与技能培训"

内容多为电焊%建筑%装修%种养

等课程" 已实现
""

名矫正人员

成功就业#

防暴恐
演练

替人出头聚众斗殴 混战之中被友误伤

帮朋友与人持械打斗 " 反被

!自己人$ 误砍成重伤# 近日" 江

苏省泗洪县检察院以涉嫌聚众斗

殴罪将庄明飞 % 李浩鹏等人批准

逮捕#

今年
"

月
&

日" 庄明飞的朋友

周某与他人发生争执" 并相约到一

网吧打架# 庄明飞知道后与周某纠

集了李浩鹏等十余人" 并准备了砍

刀 % 铁棍等凶器 " 赶到约定的网

吧# 对方不甘示弱" 也纠集了多人

在网吧内准备应战# 当晚
%#

时许"

双方在网吧楼下相遇并开始打斗#

混战中" 庄明飞的左膝盖被李浩鹏

的刀误伤" 伤口深及腿骨" 致肌腱

断裂% 神经损伤# 庄明飞忍痛继续

打斗" 后发现有人报警便在同伙的

搀扶下逃离现场# 经鉴定" 庄明飞

的损伤程度为重伤# 公安机关立案

后" 嫌疑人陆续被抓获归案#

&陈靖 孙涛'

员
工
打
闹
扭
伤
脚

谎
称
工
伤
骗
公
司

与工友打闹将脚踝扭伤" 却对公司

谎称是工作时受伤"隐瞒真相"骗取单位

支付医疗费# 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

山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日前以诈骗

罪判处被告人刘英华有期徒刑二年"缓

刑三年"并处罚金
&

万元#

刘英华是赤峰市某家居商场工人#

"#%!

年
"

月
!

日"刘英华在家居商场处理完跑水事故后"到更衣室更

换工作服" 在更衣过程中与同事打闹不慎将左脚脚踝

扭伤#因伤势较重"刘英华自己不愿承担医疗费"于是"

就对单位的经理说他的脚伤是上楼取工具" 在下楼时

不小心扭伤的#公司因其在工作期间受伤"赔偿了医疗

费
$+%(

万元#同年
'

月"公司经调查发现事情真相后"

向公安机关报案#同年
%#

月"刘英华被抓获"对自己诈

骗公司的行为供认不讳#

&于志新 崔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