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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基站群发短信 闹市区被抓现行
看到群发短信赚钱快! 便动了

歪脑筋! 购买伪基站设备为房产经

纪公司群发销售广告短信
!"

天!强

行发送广告
#$$

多万条"近日!河北

省张家口市桥东区检察院以破坏公

用电信设施罪依法批准逮捕了犯罪

嫌疑人蒋树清"

只有小学文化的蒋树清! 从网

上看到了利用伪基站群发短信赚钱

快的 #商机 $%

!$%&

年初 !蒋树清便

购买了一套伪基站设备"

&

月下旬!

蒋树清与北京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的杨某签订了房产销售短信群发合

同!自
#

月
'

日起为期一个月!收费

(

万元" 此后蒋树清驾驶装有伪基

站设备的汽车! 在张家口闹市区每

天随机向不特定的移动用户强行群

发房产销售广告信息!每天发送
($

多万条"

)

月
(*

日!蒋树清正在群发短

信时!被巡逻的警察当场抓获"截至

案发时! 蒋树清共计发送短信广告

#$$

多万条"

!赵亚南 赵德荣"

合伙赚钱是骗局
诓了朋友900万

利用朋友之间的信任!邀人投

资!诈人钱财"近日!安徽省歙县检

察院依法以诈骗罪批准逮捕犯罪嫌

疑人洪丽敏"

今年
(*

岁的洪丽敏系安徽歙

县人 ! 大学毕业以后常住江苏苏

州" 洪丽敏利用与被害人姚某的朋

友关系! 向被害人炫耀其在苏州新

浪地产公司担任销售总监 ! 业务

强! 年薪高! 诱骗姚某与其合伙在

苏州市开公司做房产中介& 广告生

意! 并商议由姚某筹集资金! 自己

负责经营"

($%(

年
%%

月
(+

日两人在苏

州成立必尔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股份约定洪丽敏
"$,

&姚某
&$,

"公

司成立后!洪丽敏虚构购买商铺&多

处有楼盘中介广告项目需要押金等

事实! 诱骗姚某投资" 截至今年
&

月! 姚某共向必尔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及洪丽敏的个人账号汇款
'%

笔!共计金额
*$$

多万元"

钱到手后! 洪丽敏并没有用于

进行楼盘代理等业务! 而是用于个

人奢侈消费!钱财被挥霍一空"

!庄红"

一对发小缺钱花 持刀抢劫被公诉
轻信书上说的犯案后三年内没

破案就没事!向发小提议持刀抢劫!

并挑选独自一人看店的
-(

岁老人

下手"近日!福建省漳浦县检察院以

抢劫罪对犯罪嫌疑人洪进&林平
.

均

为化名
/

提起公诉"

据查!洪进!已满
%&

周岁"和林

平分别于
($$$

年和
%***

年出生 !

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发小" 今年
&

月
(

日晚!林平在洪进家中留宿!手

头拮据的洪进便向林平提议持刀抢

点钱花"林平害怕会被抓!洪进便说

在书上看过! 作案后如果三年内没

破案就会没事! 林平信以为真便答

应" 随后二人商量决定抢劫独自开

食杂店的
-(

岁老人李某"

&

月
"

日凌晨! 二人持刀来到

李某经营的食杂店! 林平假装购买

方便面等物! 洪进则趁李某蹲下身

拿方便面之机! 持刀朝其头部连砍

三刀!李某起身大呼救命!洪进二人

见未将李某砍倒便慌忙逃离" 经鉴

定!李某构成轻伤二级"

!杨炳坤 蓝跃炳"

住户偷电虽不该 借机敲诈却犯法
两名供电公司原员工!离职后重

操'旧业$查电表!以供电局发现用户

窃电要处罚为要挟!先后在多个小区

内敲诈勒索
%$

余起"

-

月
(+

日!江苏

省徐州市泉山区检察院对邱德丰&李

松以涉嫌敲诈勒索罪依法批准逮捕"

邱德丰& 李松原是徐州市某供

电公司的司机和抄表工! 在工作中

学会了看电表&查偷电的技术!后来

二人先后离开供电公司"离职后!两

人决定利用以前在供电公司工作发

的工作服&证件&窃电通知书&卡流

表等工具! 冒充供电公司员工去各

个小区查电表"

每次查到有偷电行为的住户 !

两人便以要开罚单让户主去供电局

交高额罚款为幌子吓唬户主! 在户

主产生害怕心理后! 二人便开始一

唱一和告诉户主他们可以帮忙解

决!让户主拿出一些财物息事宁人"

从
($%'

年
'

月到今年
"

月!两人先

后在徐州市多个小区敲诈
%$

余起!

共得财物
(

万余元"

!侯伯超 刘慧芳"

怀
疑
风
水
被
破
坏

私
自
拆
毁
邻
家
屋

以邻居家建的房子会破坏自家风

水为由 ! 将邻居的房子强行拆毁 "近

日! 江西省信丰县检察院以涉嫌故意

毁坏财物罪将温盛发批准逮捕"

($$%

年! 邻居温某在温盛发家边

上建了一栋楼房! 温盛发觉得邻居所

建楼房的朝向会破坏自家的风水!便多次找到邻居!要求

其将房子拆掉"

第二年!温盛发的儿子不幸溺水身亡!温盛发更是偏

执地认为就是邻居家的房屋朝向破坏了自家风水所致!

对邻居拒绝拆房更是心存不满!一直怀恨在心"

($%'

年
(

月
()

日!趁邻居家没人!温盛发雇请挖掘

机将邻居家的厨房&后窗和房屋围墙等处拆毁!随后逃往

外地"经鉴定!被拆毁房屋的损失价值为
(0'

万余元"

今年
"

月!温盛发在亲友的规劝下回家投案自首"

!熊亮"

走上“群众岗”感悟“鱼水情”
山东郯城：一线练兵成岗前必修课

本报讯%记者卢金增 通讯

员王自广 夏丽萍$ 记者从山

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了解到 ! 今

年
"

月初 ! 该院研究决定 ! 抽

调在派驻红花检察室锻炼已有

半年之余的业务骨干汪新利全

面主持职务犯罪预防科的工作"

小汪上任后果然不负众望 ! 一

个多月的时间里相继主持警示

教育活动
%(

场次! 成功组织了

该县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巡

回宣讲团的活动 ! 向有关单位

发送检察建议
'

件 ! 预防工作

搞得有声有色"

'这些成绩的取得! 得益于

院里推出的一线 (群众岗 )练兵

制度! 我在检察室工作半年多!

知道了群众工作应该怎么做!知

道了乡亲们的期待和愿望!搞好

预防工作的新举措真的是不思

自来%$小汪告诉记者%

去年
*

月!该院立足队伍建

设和群众工作实际 ! 适时推出

'群众岗$一线练兵工作制度!明

确要求拟提拔的中层干部&办案

骨干以及新进人员!每年必须到

信访接待岗& 民生热线话务岗&

群众工作中心服务岗以及
-

处

派驻检察室的信访接待窗口进

行适岗锻炼
'

到
"

个月以上!经

过'一线锻炼 $之后才能根据干

警自身的业务能力和专业特长

分配或调整新的岗位%

'院里把(群众岗)的一线练

兵作为全体干警尤其是新进人

员上岗前的必修之课!目的是让

大家在(群众岗 )上了解社情民

意&了解百姓的法律期待 !并通

过解决群众反映问题和法律诉

求来提升检察职业道德水平及

工作能力%$ 该院副检察长陈玉

伟对记者说%

该院推出的 '群众岗 $一线

练兵制度不仅为青年干警成长

进步&增强群众工作能力搭建了

平台!同时也让一些远离办案一

线的中年骨干检察官焕发了青

春和智慧%正科级检察官梁峰从

事老干部工作多年!今年院里对

梁峰进行了'下挂$锻炼!让他到

派驻庙山检察室主持全面工作%

与基层老百姓和基层干部的'亲

密接触$! 让老梁感触很深*'今

年初春 ! 我们根据乡亲们的建

议!适时举办涉农岗位人员廉洁

从业培训班!协助镇政府完善了

信访问题快速处置机制!有效强

化了基层农村重点岗位人员的

廉洁意识 !今年以来 !镇党委政

府没有发生一起涉农职务犯罪

案件%$

据了解 !仅今年以来 !该院

就安排'群众岗$一线练兵
'$

多

人次!通过练兵活动 !提升了干

警执法为民的自觉性& 积极性!

促进了全院整体工作大提升%

【太原市检察院】

推出电视法治栏目展示阳光检察
本报讯"记者郭超美 通讯员骆风林$ 山西省太原市检察院与

太原电视台法制频道联合制作的!龙城检察"近日开播#!龙城检察"

是一档定期播出的法治栏目$ 栏目对检察机关查办的典型案例进行

追踪拍摄报道$通过反映真实的办案过程$加深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

的了解和认知$传播检察正能量$弘扬法治精神#同时$也是实施山西

检察机关%阳光检察工程&的重要窗口$是加强检察机关与人民群众

沟通的桥梁$切实让老百姓从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着力提

升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

【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

借力公开听证监督暂予监外执行
本报讯 "通讯员周良$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今年以来通

过深入排查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违法情况$加强对刑罚变更执

行的监督#该院对
($%'

年以来拟提请刑罚变更执行的案件逐案审查$

截至目前共审查
&'

件(对已变更刑罚执行的案件备案复查#同时$该

院联合区法院'司法局会签!关于对罪犯暂予监外执行实行公开听证

的实施意见"$邀请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加听证会$促进决定

过程公开'公正#截至目前$以听证方式审查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案

件
+

件$对其中
%

人提出不予暂予监外执行的意见$被法院采纳#

【海口市龙华区检察院】

侦查一体化机制提升反贪质效
本报讯"记者李轩甫 通讯员邝继利$ 今年以来$海南省海口

市龙华区检察院充分运用侦查一体化办案机制$采取有力措施$查办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职务犯罪案件# 截至目前$ 该院已立案
%%

件
%%

人$立查案件数名列该省反贪办案之首#据了解$龙华区检察院所立

案的
%%

件
%%

人中$ 贪污贿赂
)

万元以上的大案共
+

件$ 挪用公款

($

万元以上的大案共
(

件$其中
)$

万元以上的重特大案共
'

件#

【沂南县检察院】

进村普法保障“两委”选举
本报讯"通讯员胡金华 李付枚$ 为保障农村%两委&换届选举

工作依法有序进行$ 近日$ 山东省沂南县检察院派驻检察室深入乡

村$组织村%两委&成员开展换届选举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活动$向

村民宣传换届选举的相关法律法规$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举氛围#

同时$ 将在选举中出现的农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作为派驻检察室工

作的重中之重$主动了解上访群众诉求$通过释法说理做好息访息诉

工作$保证换届选举顺利进行#

【西宁铁路运输检察院】

预防警示讲座开进青藏铁路公司
本报讯"记者李维$ 青海省西宁铁路运输检察院近日会同青藏

铁路公司纪检监察部在该公司作廉政警示教育专题讲座$ 邀请青海

省检察院预防处检察官作报告# 该公司正科级以上干部及西宁地区

各站段班子成员等近
'$$

余人参加了专题讲座# 检察官以图文并茂

的形式$生动地阐述了近年来查办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结合实际$

对如何做好现阶段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作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警醒参

加讲座人员要稳住心神$管住手脚$挡住诱惑$经得起考验#

让正义的实现更有说服力
漳州龙文：起诉书后附上法律条文

本报讯"记者张仁平 通讯

员赖青汗 汤凌$ 福建省漳州

市龙文区检察院起诉书上附法

律条文 & 司法解释的做法 ! 日

前得到上级院公诉部门肯定 !

认为这一做法增加办案透明度!

以释法说理提升执法公信力 !

实现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 ! 值

得借鉴%

今年
)

月中旬!被告人张某

的父母来到龙文区检察院找到

办案检察官!对儿子所涉罪名提

出质疑%'我儿子只偷了人家一

点东西!公安机关为什么定他涉

嫌抢劫罪+$ 张某一家来自湖南

省龙山县的农村!在龙文区蓝田

经济开发区打工%张某伙同李某

实施盗窃时被失主发现!为了逃

跑!将失主打伤%

对于张某父母的不解!检察

官边介绍案情!边拿出该案起诉

书让他们详细阅读 %'我们在提

审张某时!他也提出了同样的问

题%你们先看看起诉书后面附上

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 张某

父母看到起诉书附页的刑法第

二百六十九条条文*'犯盗窃&诈

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

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

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按照刑

法第二百六十三条 !即抢劫罪"

的规定定罪处罚$! 看完法条后

不再提出异议%

据介绍!从
($%%

年起!为进

一步规范和完善法律文书制作!

龙文区检察院在该市检察系统

率先试行起诉书后附上法律条

文和司法解释 %截至目前 !该院

已提起公诉
)+'

件
%$(%

人 !每

份起诉书均附相应法律规定!展

示定性定罪 &量刑依据 !促进执

法办案活动的公开&公正&公平!

被告人上诉率及申诉率呈 '双

降$趋势%

阅卷像吃自助餐一样方便
广东韶关：应用电子卷宗加密拷贝系统

本报讯"记者朱香山 通讯

员李华明 韦磊$ '这种新的

阅卷方式方便了律师!节约了办

案时间!简直像吃自助餐一样方

便快捷%$近日!王律师来到广东

省韶关市检察院案件管理中心!

顺利拿到其所代理的李某涉嫌

贩卖毒品案的电子卷宗光盘后

如是说%据悉 !该市检察机关案

件管理中心于今年
"

月
'

日统

一安装了电子卷宗加密拷贝系

统!首推以电子卷宗加密的形式

为律师提供光盘阅卷服务%

如何高效又安全地为律师

提供阅卷服务!一直是韶关市检

察院关注并研究的问题 % 今年

初!该院投资
"

万多元开发了电

子卷宗加密拷贝系统!通过科技

手段对扫描后的电子卷宗进行

加密处理!律师必须输入密码才

能够打开电子卷宗光盘!且该电

子卷宗不能被任意复制粘贴!在

光盘打开三次后即自行锁死!不

能再打开!从而确保光盘刻录电

子卷宗的安全性%

今年
"

月以来 ! 该市检察

机关共受理律师阅卷
"(

次! 提

供刻录电子卷宗光碟
&'

张! 大

大便利了律师阅卷工作 % 韶关

市检察院案件管理中心主任邓

晓莲告诉记者 ! 通过光盘拷贝

卷宗 ! 既避免了承办检察官与

律师之间的多头接触 ! 又杜绝

了因承办检察官出庭 & 出差等

原因导致律师 '阅卷难 $ 的现

象 , 律师经预约后可以直接到

案件管理中心领取光盘带回去

阅读 ! 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在

检察机关翻阅或者复制卷宗 !

省时省力 , 同时 ! 还解决了检

察院大量复制卷宗带来的纸张

浪费问题! 节约了资源%

“请你们多找茬儿！”
"

本报记者 徐德高

通讯员 王四齐

'请你们多找茬儿-$最近!

在江苏省如皋市检察院的案件

管理中心! 负责受理案件的检

察官经常听到前来移送案件的

警官说这样的一句话% 这是怎

么回事+

今年
-

月
'

日!如皋市检察

院受理了一起公安机关对盗窃

案犯罪嫌疑人陈某的提请批准

逮捕案件! 承办检察官对案件

卷宗进行认真细致的审查后发

现! 此案中的犯罪嫌疑人陈某

于
($%'

年
%

月
&

日盗窃了朋友

常某的一条黄金项链! 并将窃

得的项链卖给了如皋当地的一

家黄金饰品加工店! 案值达人

民币
'

万余元% 该案的案情较

为简单!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

人陈述& 证人证言等材料已形

成完整的证据锁链! 但承办检

察官发现!卷宗中的一份辨认笔

录存有疑点%

这份辨认笔录尽管详细记

有侦查人员组织证人辨认的时

间&地点等信息!但在辨认笔录

最后的附页上!一张脸型较瘦的

头像被夹杂在九张脸型较胖的

人物头像中间!因为其头像特征

十分明显!所以让人一眼就可看

出!而这张瘦小头像上的人恰恰

就是辨认的目标...这起案件

的犯罪嫌疑人陈某%办案检察官

从卷宗材料中还发现!该案的证

人既然已在证言中明确表示犯

罪嫌疑人是一个瘦子!可是在随

后组织的辨认中却又成了在'胖

子$中选'瘦子$%这样的辨认会

不会带有某种指向性!使辨认失

去应有的意义呢+

带着这个疑问!承办检察官

又来到该市看守所进行审核!通

过对犯罪嫌疑人陈某进行讯问!

发现陈某与辨认笔录上证人所

指认的头像相符合!同时陈某对

盗窃黄金项链的犯罪事实也供

认不讳%'尽管案件实体并没有

问题!但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

规定!被辨认对象应混杂在特征

类似的其他对象当中供辨认人

进行辨认! 才能达到查明案情&

防止冤假错案的目的% 而此案

中!显然有所不妥%$承办检察官

立即将这一情况向院分管领导

作了汇报!于是!该院经集体讨

论后及时向侦查机关发出了纠

正违法通知书%

'我们鼓励干警在办案过程

中积极/找茬儿)!目的是牢牢把

握案件的证据关! 不让带瑕疵的

证据进入下一个诉讼环节! 确保

案件质量过得硬%$该院检察长何

强告诉记者!接到该0纠正违法通

知书1后! 侦查机关高度重视!

立即责令办案部门组织办案人员

围绕此类问题开展自查自纠! 并

要求加强对办案流程规范的学

习! 切实提升严格规范执法& 保

证办案质量的意识和能力%

浙江省慈溪市检察院检察官近日来到虞波社区# 给孩子们开设

暑期法制讲堂#讲授自我防护和预防犯罪法律常识$毒品危害知识等

内容% 本报记者屠春技 通讯员辛翠翠摄

宣传法治
送和谐

湖北省红安县检察院干警日前深入该县各个乡镇和农村

网格化建设联系点#向基层群众宣传民事诉讼相关法律知识#

并依托农村网格化管理平台#及时掌控社会矛盾%

本报记者周泽春 通讯员蒋长顺 林国栋摄

-

月
()

日#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检察院组织检察官参观碑林博

物馆%图为检察官在&官箴碑'前驻足观看$省思碑上&公生明$廉生

威'的格言% 本报记者岳红革 通讯员张晓健摄

河南省浚县检察院近日组织
%$

余名业务部门干警走上街头闹

市#开展为期
&

天的&走进基层面对面 贴心服务到身边'活动%图为

该院干警倾听群众反映问题$现场受理举报的情景%

本报通讯员马彦芳 宋芳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