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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掘恐龙蛋化石 六农民触法获刑
受巨额利益的驱使! 纠集他人

先后盗挖恐龙蛋化石
!"

枚" 近日!

经河南省淅川县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盗掘古脊椎动物化石罪分别

判处被告人任文昨# 齐小超# 李晓

辉#田剑道#徐建委#严华令有期徒

刑一年零六个月至六个月! 并各处

罚金
#

万元"

在淅川县大石桥#滔河乡#荆紫

关等乡镇蕴藏着丰富的白垩纪时代

恐龙蛋化石"

!$#!

年
#!

月!任文昨

通过朋友认识了荆紫关镇农民齐小

超!共同商量偷挖恐龙蛋发财事宜"

!$#!

年
#!

月至
!$#%

年
#

月! 任文

昨多次纠集田剑道# 李晓辉# 徐建

委#齐小超#严华令携带电机#电钻

等作案工具! 在该镇孙家湾村红土

崖山坡等地先后盗挖恐龙蛋化石

!"

枚" 后被人发现并及时报警"任

文昨#徐建委二人被民警抓获!其他

四人逃跑"今年
%

月!齐小超#严华

令和田剑道# 李晓辉相继到荆紫关

镇派出所投案自首"

!汪宇堂 杜海燕"

发泄不满情绪
持刀砍伤路人

因一直未找到工作而产生厌

世想法! 买刀自杀又下不了手!为

发泄不满情绪挥刀砍伤过路行人!

导致过路行人轻伤 "近日 !广东省

深圳市宝安区检察院以涉嫌寻衅

滋事罪将男子韦勤提起公诉"

今年
"

月 ! 韦勤从广西柳州

老家到深圳找工作 ! 因一直没找

到工作 ! 心理压力很大 ! 于是就

自暴自弃 ! 对生活感到厌倦 ! 想

自杀"

"

月
&

日上午
&

时许! 韦勤

到附近超市购买了一把水果刀 !

然后到一小区附近的一个小山坡

上准备割腕自杀 ! 但又因害怕而

放弃 " 刚好林某路过此地 ! 韦勤

看到后一时冲动将其砍伤 " 林某

被砍到左手腕后 ! 向保安亭方向

跑去! 韦勤拿着刀在其后面追赶"

小区的保安见状立即上前将韦勤

逼到墙角 ! 韦勤拿水果刀恐吓 !

双方对峙了
#$

分钟左右! 保安趁

韦勤不备上前将其控制住" 事后!

经法医鉴定!林某构成轻伤二级"

!陈云飞 周泽锋"

骗来毒品忙潇洒 容留吸毒被批捕
从毒友处骗来冰毒! 吸食后将

剩下的毒品平分后! 还邀请朋友来

吸毒" 犯罪嫌疑人申滨日前被河北

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检察院以容留

他人吸毒罪批准逮捕"

'

月
#&

日 ! 申滨在其出租屋

内和曹某# 靳某吸完冰毒! 琢磨弄

点毒品存货时 ! 突然想起黄利扬

!在逃" 曾在一起毒品交易中用诈

骗手段获得毒品! 遂与曹某# 靳某

商量! 通过打电话以帮被骗毒贩要

钱为名! 从黄利扬处骗取毒品" 黄

利扬害怕之下 ! 被迫将毒品 $吐

出 %! 交给曹某 " 回到出租屋后 !

申滨和曹某# 靳某三人吸食了部分

骗来的毒品 ! 并将剩余的毒品平

分" 为表示 $礼尚往来%! 申滨还

打电话邀请朋友高某# 郝某二人一

起在其出租屋内吸食冰毒"

'

月
!$

日! 申滨和曹某打车外出时! 被警

察当场抓获! 并从二人身上搜出冰

毒 ! 从出租车内也搜出申滨扔

到车后座上的冰毒"

!李兴涛"

还赌债施“连环计”骗六车抵押换钱
迷上赌博将积蓄输光! 还欠下

一身赌债! 竟然连续将租来的
(

辆

小汽车抵押骗钱偿还赌债! 到头来

将自己送进了牢房"近日!经广西壮

族自治区横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

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坤茂

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

万元"

张坤茂原是一名建筑工人!不幸

染上赌博恶习!随着赌注加码!竟欠

下几十万元债务"面对巨额赌债和债

主的催促! 张坤茂并未悬崖勒马!而

是想出了$借鸡生蛋%的歪主意"

!$#%

年
!

月
#)

日! 他来到某公司签订租

赁合同后! 租借了一辆凯美瑞汽车!

然后将车辆抵押给典当行!所得款
"

万元用于还债和赌博!着实快活了几

天"见钱来得如此容易!张坤茂遂故

伎重施! 连续从该租赁公司租来现

代#丰田牌汽车
'

辆!并全部用于抵

押诈骗! 所得款项
#*

万元均用于归

还赌债或赌博"案发后!公安机关很

快将张坤茂抓获归案"

!屈国"

网
吧
经
营
不
善

网
络
攻
击
同
行

自己网吧经营不善客源流失 !不

想改进服务反倒对同行网吧实施网络

攻击"近日!犯罪嫌疑人何海民#陈润#

邓日贵因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被移送江苏省泗洪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

年上半年! 何海民在泗洪县

青阳镇经营大友网吧!因其经营不善!导致大友网吧客源

逐渐流向附近其他网吧!生意惨淡"为了扭转不利局面!

何海民打起了攻击同行网吧网络的主意"

!$#%

年
(

月!何

海民联系陈润#邓日贵两人密谋!由邓日贵负责到附近网

吧上网!便于陈润获取其他网吧
+,

地址!后由陈润远程

连接其放置在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新前街道屿下网吧的

两台服务器!利用木马程序控制$肉机%对附近其他网吧

实施网络攻击"截至
!$#%

年
)

月
(

日!在何海民指使下!

陈润先后对天辰网吧# 飞翔网吧实施网络攻击
!$

余次!

致使两网吧网络故障!

%##

台客户机不能连接互联网!造

成经济损失
!

万余元" !王晓刚 王琦"

向封闭式办案说“拜拜”
天津东丽：“诉前会议”机制增强公诉办案透明度

本报讯%记者张宁 通讯员

王志平$ $本案中被害人陈某

的陈述与犯罪嫌疑人黄某供述

的事实有较大出入!而侦查机关

并未对关键证人李某提取笔

录"%近日!天津市东丽区检察院

公诉科检察官在审查起诉一起

故意伤害案时发现案件疑点"为

解决问题!该院公诉科立即组织

召开诉前会议 ! 还原案件情况

后 ! 依法主持双方达成刑事和

解! 并将此案向法院提起公诉!

极大提高了诉讼效率"

今年
'

月!东丽区检察院以

$求创新# 提效率% 为工作着力

点!不断探索新形势下的公诉工

作模式!在全市率先实施 $诉前

会议%工作机制 !切实为办案提

供了有效的保障"

据介绍!$诉前会议%即在案

件审查起诉阶段!公诉部门对于

存疑的轻刑案件#重大疑难案件

和社会影响力较大的案件!可召

集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

人#侦查人员召开$圆桌 %会议 "

会议由公诉部门主持!公诉人充

分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

代理人的意见!并要求侦查人员

说明案件侦查情况"公诉部门在

听取和交换意见后!对于轻微刑

事案件!可以组织双方当事人达

成刑事和解 "同时 !公诉部门也

可在会议期间就调查非法取证

等事项进行协调沟通" 会后!公

诉部门可以将 $诉前会议 %情况

作为作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的

参考依据 "为进一步规范 $诉前

会议%机制!今年
"

月!该院还制

定了&$诉前会议%工作制度'"

$诉前会议% 机制改变了以

往检察机关封闭式的办案模式!

通过使相关诉讼参与人参与到

案件中来!让他们更加深入地了

解检察机关办案情况!增加了案

件的透明度!提高了检察机关执

法公信力"对于一些存疑的轻微

刑事案件 !公诉人通过召开 $诉

前会议%查明实情!并在$诉前会

议%期间就可以开展刑事和解工

作!提前化解矛盾 !实现案结事

了的目标" 同时!$诉前会议%也

为公诉部门全方位地掌握案件

情况提供了条件!通过听取控辩

意见和侦查机关情况说明!排除

非法证据! 对案件去伪存真!进

一步提高诉讼效率"

截至目前!该院已对
%

起轻

微存疑类刑事案件和对社会影

响力重大的疑难类刑事案件召

开$诉前会议%!均取得了较好的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挽救“爱心水窖”
"

本报特约记者 杨健鸿

通讯员 谢 燕

$爱心水窖如期顺利完工 !

已经开始蓄水(%近日!一起不批

捕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石某向云

南省镇沅县检察院的检察官报

告了这个好消息" 这一结果!获

益于该院对石某作出的不予批

准逮捕决定"

石某常年在乡村基层从事

工程承揽业务!一次偶然的机会!

向他人购得一支猎枪用于打猎"

今年
%

月
#"

日!石某将猎枪和弹

药放在车厢内出行" 车辆通过民

警查缉卡时!民警警觉地发现车

内有一只黑狗" 根据当地人的习

惯!民警分析他可能要进山狩猎!

那么藏匿枪支等违禁物品的可能

性就很大"进一步检查后!查获石

某非法持有的一支猎枪及六发猎

枪弹"

案发后!该县公安局以石某

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立案侦查!

并向县检察院提请逮捕"该案事

实清楚!证据确凿!对其作出批捕

决定符合法律规定" 然而在对石

某讯问时! 检察官得知他正在负

责承建恩乐镇玻烈村的
##*

口

$爱心水窖%工程"眼看雨季要来!

逮捕石某会不会耽误工程而错过

了蓄水时机) 办案人员赶到施工

现场! 发现该工程扫尾工作尚未

结束!眼看雨季就要到来!因石某

被羁押工程陷入瘫痪" 如果不抓

紧时间完工! 这些水窖将全部报

废!群众生产#生活也将受到严重

影响" 群众纷纷恳请检察机关尽

快让石某回来继续组织施工"

全面了解情况后!该院认为

石某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但鉴

于其是初犯! 认罪态度较好!且

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最终决

定对石某不予批准逮捕!由公安

机关对其变更强制措施"

$我一定会抢在雨季前让水窖

蓄水"%石某走出看守所后!立刻组

织工人加班加点施工!同时积极主

动配合办案机关依法办理案件"

帮公诉人“打通经脉”
湖北咸丰：检委会庭审评议机制化常态化

本报讯"记者周泽春 通讯

员蒋长顺 余路 $ $庭上出

现了短暂的冷场现象! 出庭公

诉人相互间的协调配合仍显不

够**%庭审刚刚结束!湖北省

咸丰县检察院公诉科小张第二

天就在庭审评议会上收到了大家

对自己出庭表现的评判打分"$听

到批评会有些脸红!可更多的是

曾经把握不准的问题在瞬间被

+打通经脉,的痛快"%小张说"

今年以来! 该院以完善检

委会议事制度为目标! 推行检

委会庭审评议 $一看一评三对

比%的常态化机制!让检委会委

员的议事能力与公诉干警的办

案能力实现同步提升"

$一看%即斟酌选取疑难#复

杂或在本地有一定影响等
'

类案

件!组织检委会委员对公诉人的

出庭过程进行全程观摩"观摩过

程中!检委会委员需对公诉人的

仪表姿态#言语表达#应变能力等

内容做好记录!并按照规定进行

量化评分"$一评% 即在庭审结束

后召开庭审评议会!由听审委员

对公诉人在庭审中的表现作出评

价!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足!严

防类似问题重复发生"$三对比%

则是待法庭宣判后!将侦查机关

的起诉意见书#公诉部门的起诉

书和法院的判决书进行对比!审

查公诉部门在犯罪事实及犯罪

情节认定#法律法规适用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若发现在关

键内容上与本院指控存在较大

出入的!迅速启动自查程序!属自

身问题的及时予以纠正!属公安#

法院认定错误的!及时告知审查

情况或依法提出抗诉"

自推行此机制以来!该院共

组织检委会委员观摩庭审
#!

次!

对
#(

件案件展开集中评议
"

次"其中!发现
#$

件案件存在证

据不足等情形! 并分别通过告

知#退查等方式及时予以纠正"

【民和县检察院】

开展监外执行巡回检察
本报讯"记者李维 通讯员罗洋杰$ 青海省民和县检察院监所

科近日协同该县司法局社区矫正办!集中对该县
#)

个乡镇司法所开

展了监外执行巡回检察工作"活动期间!检察干警每到一个基层司法

所! 均向该辖区内的所有监外执行罪犯宣传了监外执行检察工作职

责#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等内容!列举了监外执行罪犯被减刑及社区

矫正人员因违反规定被收监执行的正反面典型案例!以案释法!起到

了较好的警示作用"

【南京市高淳区检察院】

构建涉农预防大平台
本报讯"记者崔洁 肖水金 通讯员丁晓头$ 江苏省南京市高

淳区检察院创新预防载体!加大涉农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力度!在全区

*

镇#

#%"

个行政村构建涉农预防大平台"近日!经各村镇推荐!并报

该区检察院核准! 首批聘任的
*

镇
!"

名预防联络员#

#%"

个行政村

的
#%"

名预防信息员全部就位"在下一步涉农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中!

该院将充分发挥涉农预防这一重要工作平台! 利用联络员和信息员

在本地的知情优势!积极开展预防宣传#廉政教育#建章立制!并报送

发现的违纪违法案件线索!实现预防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中山市检察院】

运用“云技术”推进电子数据检验
本报讯"记者朱香山 通讯员钟荐轩$ 为进一步推进电子数据

检验工作开展!更好地服务检察办案!广东省中山市检察院在今年
"

月引进的首套分布式$云龙%电子数据检验系统!已成功检验电子数

据检材
*

宗
#'

件!取得良好的办案效果"据悉!此次引进的$云龙%系

统是运用$云技术%成功部署并投入运用的电子数据检验系统!比以

往的检验系统运算速度提高
#$

倍以上!并能通过检察专网远程协助

办案!实现技术支持和一线办案的紧密衔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惠民县检察院】

编印手册服务村两委换届选举
本报讯 "记者贾富彬 通讯员寇辉 丁宜敏$ 山东省惠民县检

察院派驻辛店检察室近日编印了&村两委换届选举知识'手册!免费送

到服务区域村民手中"手册以&山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法'为主要内

容!对换届选举大会投票程序#村委会的组成和产生#选举机构及选举

人和被选举人资格认证#监督管理等内容做了详细介绍!并配以直观

易懂的漫画插图!突出了检察机关对换届选举的保驾护航职能"目前

已发放
'$$

余册!受到了广大村民和乡镇干部的欢迎"

近日# 河南省新安县检察院举办了全国模范检察官马俊欣先进

事迹报告会#精彩的报告和感人的事迹让干警深受教育$

本报通讯员张聚辉 陈杰摄

模拟反恐

近日# 四川省剑阁县检察

院组织司法警察大队开展 %反

恐防暴处突&演练$图为该院司

法警察以敏捷的身手协同作

战#上演了一场%恐怖分子&突然

来袭' 警员快速制敌的反恐防

暴模拟实战$

本报记者

刘德华 通讯

员王晓芳 张

建武摄

提高镜头下讯问能力
山东成武：开展“侦讯模拟实战演练”

本报讯 "记者卢金增 通讯

员黄辉$ $刘刚为什么要给你送

钱)%$东海花园住宅项目更改容

积率需要你签字吗)% **近日!

在山东省成武县检察院办案区

内! 检察官正在对一起职务犯罪

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

别看现场气氛如此紧张!其

实这只是一场$模拟审讯%!是该

院开展的 $侦讯模拟实战演练%

岗位练兵活动!目的是提高侦查

人员在镜头下的讯问能力"此次

岗位练兵模拟真实讯问情景!整

个比赛在该院办案工作区进行!

并严格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同时!为增加难度!该院挑选已

作有罪判决的 $张某受贿案%为

预设案例!由自侦部门的业务骨

干扮成$蓝军%与由
*

位青年干

警组成的$红军%展开对抗"

演练开始不久!$红军%队员

就急得直挠头"按照制定的讯问

计划!$红军%要以东海花园容积

率变更为切入点击溃 $蓝军%的

顽强抵抗!但狡猾的$蓝军%却顾

左右而言他!几番以$低血糖需

要吃东西%等非常规情况给$红

军%制造麻烦!让经验相对薄弱

的$红军%队员频频陷入困局"原

来!为了提高练兵难度!贴近实

战!$蓝军%队员也是精心策划"

演练结束后!评委组从讯问

策略# 执法规范等
*

个方面对

$红军%队员的表现进行了点评!

参赛队员也进行自我总结!$对

于还没有独立办理案件的我来

说!这样的演练贴近实战!通过

演练! 让我看到了自身的不足!

学习了别人的长处**%$红军%

队员陈保刚感到收获颇丰"

今年以来!该院组织了一系

列贴近实战的岗位练兵活动"该

院检察长吴三军说-$贴近实战的

演练让青年干警的业务能力和实

战技能得到迅速提升!也成为了

我院孵化业务尖兵的重要方式"%

今年开始# 浙江省宁海县检察院西店检察室对辖区内两个投资

较大的政府性投资工程项目开展全程同步预防$ 图为近日西店检察

室检察官冒着酷暑在工地张贴预防海报# 并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生

产教育$ 本报记者屠春技 通讯员邬晓炜摄

【福清市检察院】

主动服务方便律师查询阅卷
本报讯"通讯员融检$ 福建省福清市检察院案管中心日前向该

市
##

个律师事务所发出&关于协助开展电话查询相关工作的函'!表

示执业律师向该院案管中心备案后! 可通过电话向案管中心查询所

代理案件的相关情况"此外!该院还主动联络加强服务!对尚未进入

检察环节或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的案件!律师申请阅卷的!案管中

心先进行登记!待案件移送检察院后!第一时间告知律师"同时注重

核实律师身份! 在接受律师阅卷预约和信息咨询时! 注重审核律师

$三证%真实性!确保案件合法合规查询"

在%威马逊&特大台风灾害面前#近日来#海南省文昌市检察院干

警在组织开展自救的同时#积极协助当地党委政府开展抢险救灾#全

力以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图为该院干警到联系点文城镇参加

抢险救灾$ 本报记者李轩甫 通讯员陈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