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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专题报道之五■

编辑 张灿灿 柴春元 校对 赵 鹏 侯 静

西藏发生特大交通事故 44人遇难
据新华社拉萨

!

月
"#

日电 !记者杨三军 许万虎"

!

月
"

日下午! 西藏自治区尼木县境内
#$!

国道
%&%'(

%&%$

处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一辆旅游大巴车与迎面开

来的一辆越野车"一辆皮卡货车相撞#三辆车共有
))

人!

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
%%

人!其余
$$

人受伤!正在全力救

治!暂无生命危险$

河南省政协原副秘书长受贿被判十一年
据新华社郑州

!

月
"#

日电!记者李丽静" 记者从河

南省高级法院获悉! 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原副秘书长% 机

关党组成员王铁牛因受贿
$''

余万元! 近日被鹤壁市山

城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

万元& 其违法所得赃款
$$*

万元人民币%

$'''

美元上

缴国库$

新疆莎车严重暴恐袭击案 18人自首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

月
"#

日电 !记者曹槟 杜刚"

在强大的宣传舆论攻势下!截至
"

日
$!

时!已有
$!

名参

与新疆莎车县
&

月
+!

日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犯罪嫌疑

人投案自首$案件发生后!莎车县政府于
!

月
$

日发布通

告! 严厉警告犯罪分子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拒

不投案自首的!将依法从严惩处$

安徽：让黑心商贩及“保护伞”成过街鼠

#

本报记者 吴贻伙

!

月
$

日! 安徽省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正

式开始运行!该省检察"公安"工

商"质监"食药监管等首批
$%

家

单位同步上线# 这是今年
#

月破

坏环境资源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

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开展以

来!该省在建立打击$两类犯罪%

长效机制方面取得的最新成果#

与之相对应的是! 一批生产

销售 $毒豆芽%&$注水猪肉%&$工

业松香鸭%&伪劣男性保健品及假

中药材的案件相继被查处并公开

曝光! 黑心商贩及背后的 $保护

伞%已成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

不让问题牛肉流向百

姓餐桌

今年
%

月!蚌埠市检察院通

过与行政执法部门召开的联席

会议了解到!该市食药监管局在
全市肉制品专项整治中发现!当

地最大的肉类联合加工市场内

存有大量无中文标识的冷冻巴

西&印度牛肉制品#

该院立即启动监督机制!迅

速派员前往现场!确认此批牛肉

系违法从国家禁止进口的疫区

国家流入我国市场!已涉嫌销售

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犯罪#

)

月

"

日! 检察机关向食药监管局发

函!建议其将涉案人员移送公安

机关查处 #截至目前 !公安机关

已侦破该类案件
%

件
"

人!阻止

了
&

万多公斤疫区国家牛肉流

向百姓餐桌#

据介绍 !近几个月来 !安徽

省检察机关通过走访公安机关&

行政执法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对

辖区内制售假劣药品的高发区

域&生产销售不合格食品的作坊

等进行排查! 加大宣传力度&发

动群众举报!以及依法审查逮捕

案件等! 多渠道摸排有案不移&

有案不立线索#

该省检察机关还通过提前

介入侦查! 及时对案件定性&鉴

定等提出意见!会同公安机关加

大打击犯罪力度#专项活动开展

以来 ! 共提前介入破坏环境资

源& 危害食品药品安全案件
%+

件
!#

人#

#保护伞$发现一个查一个

$要注意发现和查处执法司

法人员索贿受贿& 玩忽职守&徇

私舞弊故意不移交刑事案件等

职务犯罪!促进强化环境和食品

药品安全监管#% 安徽省检察院

检察长薛江武表示#

$不怕商贩心黑!就怕有人心

更黑#% 群众的评论中!$有人%指

的是负有监管职责的一些行政执

法人员# 安徽省宿州市 桥区畜

牧水产局城区动物检疫站原站长

丁长军就是其中一个#

宿州市检察机关侦查认定!

自
+'$$

年
)

月起! 丁长军在执

法过程中收受
+'

多家贮藏 &加

工户
$&

万元贿赂后! 为这些行

贿经营户购运 &贮藏 &出售的肉

食违规放行 #此外 !他还将移交

检疫站检疫的病死或病因不明

的猪暗自存放 !并将其中 $成色

稍好%的卖给不法商贩周云#

对于这类在食品药品安全

执法中发生的职务犯罪!安徽省

检察机关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

起#目前!丁长军涉嫌滥用职权&

受贿案和周云涉嫌销售有害食

品案正在审查起诉#

!下转第二版"

新疆来了个特殊的“团”
———全国检察机关教育培训讲师团成员

赴新疆巡讲支教侧记

$

本报见习记者 贾 阳

夏日的新疆!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团%#在
*

名$团员%中!有全国检

察业务专家&全国检察教育培训精品课程主讲教师&省级检察业务专

家!也有实务经验丰富的检察业务骨干#他们是全国检察机关教育培

训讲师团新疆小组的成员!将在新疆多个地区进行
$)

天的巡讲支教#

在跟随巡讲的过程中! 记者深深地体会到! 这不仅是知识的盛

宴!更是感动的源泉'''学员们兼顾工作和学习的辛苦&奋笔疾书的

认真!老师们抑扬顿挫的激情&毫无保留的真情无不令人印象深刻#

缺什么补什么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效果良好的每堂课背后!是每位老师

备课时下足了的功夫#

老师们带来的不仅有公共课&师资培训课!还有深受检察官们欢

迎的控申&民行&监所&反贪&反渎等检察业务课#老师有备而来!学员

听得过瘾#

打开张亮老师沉重的黑色多功能电脑包! 这里可是他的 $智囊

库%(除了电脑里的)修订后刑诉法对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对

策*")职务犯罪侦查谋略*")初查的策略与技巧* 等
+'

多个课件!还

有文件"书籍"硬盘"优盘"光盘等物品!$保证任何状况下都不会+掉

链子,%-

除了$讲反贪的老专家%张亮!其他老师精心准备的课程同样令

人印象深刻-田凯老师带来了)中国检察制度与检察改革*")公益保

护和行政公益诉讼.实训示范课/*等课程-李瑞钧老师的)来访接待

中常出现的问题及应对措施*&李小波老师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归口

办理的探索与思考*&祁云顺老师的)被监管人死亡的检察监督*&任

永鸿老师的)民事生效判决案件审查技能*等课程也都富有特色-

听了多位老师讲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检察院监察处副调研员

邹晓红颇有感触-她说0$这次巡讲支教授课内容非常丰富!许多知识

点很有新意!我收获很大-%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检察院宣传教育培训处处长王建新每堂课都

坐在第一排!认真地做着笔记-他告诉记者0$授课知识系统&广泛是

本次巡讲的一大特色-如田凯老师讲的司法体制改革问题!平时我们

也知道一些!但是不系统!听课后一下子脉络和内容都清楚了(%

辛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公诉三处的年轻检察官-她说0

$仿佛重新回到了大学课堂!如沐春风-授课层次高&角度广&信息量

大-我不仅学到了检察官必备的职业道德&刑法和刑诉法相关知识!

还学到了如何做一名好的教官-%

视频分会场上! 昭苏垦区检察院干警赵彦成精神高度集中-他

说!老师们的课都很接地气!做到了$缺什么补什么%-

!下转第二版"

! &

月
+"

日!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检察院检察官深入辖区内药

房!向过往群众发放印有食品药品安全法律知识的材料"

武汉：职务犯罪案件羁押必要性审查引入听证程序
本报讯!记者花耀兰 通讯

员周晶晶 李晶" $以前认为

检察院的工作很神秘!这次参加

听证会! 消除了我的顾虑 -%近

日!旁听完湖北省武汉市检察院

召开的一场羁押必要性审查听

证会后! 行贿犯罪嫌疑人齐迁

#化名$的家属感慨地说-

这是该市检察机关将听证

程序引入职务犯罪案件捕后羁

押必要性审查的首次尝试-

齐迁因向武汉某国企领导

行贿! 于今年
#

月
+!

日被武汉

市检察院以涉嫌行贿罪决定逮

捕-

*

月
+&

日! 该案移送汉阳区

检察院审查起诉-

&

月
$$

日!齐

迁家属以书面形式向汉阳区检

察院提出取保候审申请-汉阳区

检察院受理后! 于
&

月
$%

日向

武汉市检察院提出变更强制措

施的意见-

$一直以来! 检察机关适用

逮捕&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具有

行政审批色彩!实行的是内部审

查模式-但司法改革的趋势是由

审查行政化向审查司法化转变!

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所以我们

尝试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开展羁

押必要性审查听证会-% 武汉市

检察院批捕处副处长谌彬说明

了召开此次听证会的缘由-

由于是第一次在职务犯罪案

件羁押必要性审查中进行听证!

武汉市检察院在程序设计上颇费

了一番脑筋! 采取的是举证& 交

叉询问& 质证的方式! 让参与各

方充分发表各自的意见和观点-

同时! 为更好地体现公平公正!

在听证主体上 ! 除该案侦查部

门&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提出部

门& 犯罪嫌疑人的代理律师外!

武汉市检察院还特邀了两名人民

监督员'''长江日报社编辑邱

和武汉市妇联权益部部长丁莉到

场! 居中参与审查-

当天下午!汉阳区检察院结

合听证各方意见!对齐迁作出变

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的决定-

$此次听证会是一个非常好

的起点 ! 是落实慎捕 & 少捕的

要求! 扩宽检务公开渠道的有

益探索! 对提高检察机关执法

公信力具有积极意义-% 武汉市

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姜建辉

表示-

山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袁纯清调研检察工作时强调

推行“阳光检察”促进司法公开公正
本报讯 !通讯员马红彬 "

近日!山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袁纯清到太原市迎泽

区检察院调研- 袁纯清指出!检

察机关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

必须深入推进检务公开 ! 实行

$阳光检察%! 以公开促公正!以

公正树公信!努力为建设平安山

西&法治山西作出积极贡献-

迎泽区检察院是山西省检

察院确定的$阳光检察 %示范单

位- 该院全面加强案件管理!积

极推行检务公开!建立 $阳光检

务%大厅-同时!充分运用信息化

手段实施远程公诉!既提高了工

作效率! 又节约了司法成本-袁

纯清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袁纯清对进一步做好检察

工作提出八点要求 0 一要坚信

念!牢固树立忠于党&忠于国家&

忠于人民的信念!把维护社会大

局稳定作为基本任务!把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

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为根本

目标!不断增强做好检察工作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要勇担当-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

显期&社会稳定的风险期 !检察

队伍一定要敢于亮剑 & 勇于担

当!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三要讲

公正!把公平正义融化在干警的

血液之中!体现在日常的工作当

中!努力做到让人民群众从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

义-四要用法治!时刻牢记勤用

法治思维&善用法治方法 !坚持

用法治化解社会矛盾&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五要抓改革 !牢牢把

握$依法独立公正%这一核心!稳

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六要强队

伍!严抓思想建设&道德建设&能

力建设!真正使检察队伍成为一

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 &能打硬

仗的队伍-七要保平安 !坚持以

人民对平安的愿望和要求为导

向!以提升人民安全感和满意度

为目标!深化平安山西 &法治山

西建设-八要促发展 !坚持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用实际行动推

动山西转型跨越发展-

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

记陈川平!山西省委常委 &政法

委书记王建明!山西省高级法院

院长左世忠!山西省检察院检察

长杨司等陪同调研-

开微信出漫画
重庆：让“阳光检务”更深入更有趣

本报讯!记者沈义" $+重庆检察,微信公众服务平台及其微官

网正式开通-%在
!

月
*

日召开的重庆市检察长座谈会上!重庆市检

察院检察长余敏要求不断拓展$阳光检务%深度-

据该院宣传处负责人介绍!$重庆检察% 由微信公众服务号和微

官网组成- 该服务平台的内容设置经过了检察业务专家和移动网络

专家的详细论证!设置了举报申诉&案件查询&律师预约&检务指南&

通知公告&检察新闻&莎姐故事&人民监督之窗等
!

个特色栏目!全方

位向市民提供检察服务-

随着微信服务平台的开通!该院还推出了$

,

游重庆检察%系列

漫画!以两位原创漫画人物'''$小
,

%和青少年维权岗检察官$莎

姐%为主角!介绍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力图通过这种轻松有趣的图

说方式!让市民对检察机关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反腐微电影
试映

!

月
!

日!甘肃省华亭县检察院试映了该院自制的微电影%苦果&'影片

反映了职务犯罪嫌疑人在错误观念的引领下! 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渊的过

程"干警观后普遍反映该片人物鲜活!寓意深刻"

林浩摄

云南哀悼鲁甸地震遇难同胞
据新华社云南鲁甸

!

月
"#

日电
$'

日
$'

时! 哀悼

云南省鲁甸'

!

(

'#

)

*-)

级地震遇难同胞仪式在鲁甸县城举

行#与此同时!从鲁甸地震灾区到省城昆明!从梅里雪山

到珠江源头!从乌蒙山区到孔雀之乡!云南各地各界群众

深切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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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地震遇难同胞!就地驻足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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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本追讨文物，
用国际法为正义撑腰

$

伍 月

据新华网报道!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日前通过日本驻

华大使致函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 要求日本迅速归还所掠中国

文物(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据称!这是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

追讨文物'

屠杀和掠夺!都是战争非正义性的铁证'向日本追讨被掳夺

文物的意义!绝不仅仅限于具体文物的得失!而是以一种特别的

形式对战争侵略本性的证明和昭示' 特别是对于那些企图篡改

历史*否认侵略行径的人来说!追讨行为的意义!远远大于单纯

的历史述说和道德谴责'

向侵略国追讨被掠夺的文物!是有明确的国际法依据的'早

在
$"*!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

时效公约&规定,-残害人类战争罪!不论其犯罪日期!不适用法

定时效!可以永远追究其责任')到了
$"")

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

召开的关于国际范围内返还文物的外交大会通过了著名的 +文

物返还公约&! 使跨国文物追讨的国

际法依据更明确!操作性更强'

在国际法框架内向侵略国追讨

文物!要追讨的!不仅是历史补偿!更

是国际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