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镇江：案件信息从“锦衣夜行”到公开透明
微信扫一扫，律师就能知道案件信息

本报讯 !通讯员马晶 谢

昊" 一提到检务公开!特别是案

件信息公开给检察工作带来的新

变化! 江苏省镇江市检察院检察

长俞波涛就十分感慨 !"打个比

方!以前我们的工作就是#锦衣夜

行$! 更习惯埋头苦干和默默工

作!虽然重大案件办了不少!但不

善于公开%不会宣传!群众对此知

晓不多! 也感受不到检察机关在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努力!

使得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社会效

果大打折扣&'

检察机关需要被群众认可!

需要树立公信力! 这就要积极面

对媒体% 公众! 通过深化检务公

开!真正做到全程公开透明!让正

义不仅得到实现! 更以人们看得

见的方式来实现&为实现从"锦衣

夜行'到"公开透明'的转变!镇江

市检察机关多管齐下! 全面开启

了深化检务公开的探索与实践&

在检务公开中! 案件信息公

开自然是重头戏! 而案件诉讼程

序公开一直是检务公开中的难

题& 镇江市检察院利用二维码案

件信息查询!突破了这个瓶颈&在

该市检察机关! 职务犯罪案件一

经立案! 普通刑事犯罪案件一旦

受理! 都会生成独一无二的二维

代码& 案件的相关代理人只需用

手机读取二维码! 相关诉讼信息

就会发送到手机上& 申请人足不

出户就可知晓案件流转到哪个部

门%是谁承办%处于哪个阶段&

"两分钟就可以办完过去两

小时才能办完的事! 现在微信扫

一扫!手指点一点
!

就能知道案件

的具体诉讼信息&'律师李祖宏用

手机扫了扫他所代理案件的二维

码!立刻了解到案件的最新进程&

"

月
#$

日! 这已经是他第
%

次利

用微信二维码对自己代理的案件

诉讼程序进行查询&"方便! 真的

方便('李祖宏叫好不迭&

作为试点单位! 句容市检察

院自
%

月
&'

日开通"微代码查询

案件进程'以来!已有
()

余名律

师及诉讼参与人申请使用&

"这一小步的改变反映了检

察机关执法理念上的一大进步&'

句容市江苏民中律师事务所的韩

滨东律师对 "微代码查询案件进

程'如是评价&目前!"微代码查询

案件进程' 在镇江市两级检察院

得到全面应用! 实现了从结果公

开到程序公开! 让检务公开更直

观更具体&

与此同时! 镇江市检察机关

还对近期查办的各类职务犯罪大

案要案讯息进行了及时公布&今年

%

月以来!镇江市检察院公布的
&(

起官员涉腐信息! 在镇江检察网

"检务公开' 板块
&(

小时滚动播

出!官方微博%微信同期发布&

江苏省人大代表% 镇江市丹

徒区红十字会何春华会长对于这

迅猛的检务公开浪潮深表肯定)

"检察机关打破过去犹抱琵笆半

遮面的办案状态! 将公开成为检

察工作的常态!是公开赢得公信

的范例&'

律师使用微代码案件信息查询

让好点子“落地有声”
!我觉得咱们的宣传方式过于

传统和刻板"应该做些改变#比如"在

预防青少年犯罪方面" 可以尝试制

作生动活泼的动漫宣传片" 这样孩

子们会更容易接受" 也能起到宣传

的效果$$%近日"在甘肃省天水市

检察院组织召开的人大代表& 政协

委员座谈会上" 甘肃省人大代表孙

静萍坦率地对该省检察院调研组一

行人谈了自己对检察宣传工作的建

议'

在孙静萍的带动下"其他与会

代表也纷纷打开了话匣子#!我是

来自企业的人大代表"我觉得检察

机关应该继续加大对制售假冒&非

法传销等行为的打击力度
!

依法保

障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现在检察

院正在推行的预防职务犯罪 (五

进)和(保民生&促三农)专项行动

很有意义"但一些基层单位对活动

的内容还不太清楚$$%受邀参会的人大代表们开始畅所欲言"与会

的检察干警逐一记下了人大代表们提出的宝贵意见" 各分管副检察

长就相应的问题积极回应*

像这样的座谈会"我院已召开了不下
*&

次*

&)**

年以来"我院共

邀请省+市人大代表视察检察工作
*%

次"召开情况通报会
'

次"通过各

种方式征集到人大代表提出的
$"

条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两级检

察院党组成员和资深检察官积极主动地与天水境内的
(&

名省人大代

表建立了!一对一%联系制度"并为他们赠送法律书籍和检察业务书刊#

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 我院各有关部门经过认真梳理

和归纳"从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积极推进平安天水建设"建立健

全工作机制"做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络工作"加大检务公开和法

制宣传力度等五个方面提出了
(&

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的

具体措施"并对涉及的工作重点和目标&责任领导&责任部门&责任

人&完成时限提出明确要求#

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建议我们都会虚心接受"并将这种鞭策转化为

进一步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就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措施进行深入调查

研究"力争把情况摸清"把问题吃透"深入研究如何更好地保障经济社

会转型跨越"如何解决工作中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如何扎实有

效地推进检察队伍建设"如何充分发挥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职能#

近年来"我院始终以诚恳&务实的态度取信于代表"促使代表们

把加强与检察机关的沟通联系" 为检察工作建言献策作为自身工作

的一部分#对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会认真归纳和梳理"并制

订工作方案"提出改进措施"逐项研究落实"并将落实情况及时向代

表作出反馈"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复#特别是对于一些批评性

意见"责令有关部门迅速整改"必要时当面向代表作出解释和说明"

最大限度地取得代表的理解和支持#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院将围绕!公开%和!参与%这两个关键词"认

真贯彻甘肃省检察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的

意见的通知-精神"不断增强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的规范性和经常性"

在以往开展工作的基础上"总结有益的经验和做法"进一步完善联络

工作机制"创新检务公开的形式"促使各项检察工作更加公开透明"

促进执法工作更加规范公正*

!作者为甘肃省天水市检察院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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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中队
全书以柳城女子交警中队的一群女警的成长为主

线$描写她们在一年四季中不同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故

事从始至终让这群年轻的女警都处在极度的紧张状态

之中$但她们执着坚定$敢于担当$以自己的娇弱之躯

对抗残暴$她们热爱生活$爱岗敬业$敢爱敢恨%她们或

少年老成善于思考$或外表娇弱内心刚强$或风风火火

泼辣干练$ 或温婉可人感情丰富&&但她们又都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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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说!晓婷不会游

泳&她的那点水里的经验仅仅来

自于家乡的那座小水库&那还是

上初中时!夏天!热得不行!她便

悄悄带领住宿的一群女生!趁着

舍务教师午睡的档儿!到离学校

不远的这个小水库野浴&当然大

坝前的深水区永远是男生们的

领地!她们这群小女生只占据水

库上游的一角!绿树环合的僻静

处&她们学着男生那样搂几下狗

刨! 捏着鼻子往水里扎几个猛

子& 唧唧喳喳快乐得像群小鸟&

在她的心里这不仅仅是逃避了

暑热!还有对老师叛逆后的恶作

剧一样的快感!野浴也不仅仅是

这些小男生们的专利&

初三时!她们的秘密行动终

于被班主任老师侦探到&由于班

主任是男老师!也算是给她这个

自尊心很强的好学生的面子!老

师把情报提供给了父母& 从此!

她便再也没去过那座盛载着她

少女时代许多欢乐的小水库了&

现在!置身在这一片汪洋的洪水

中!她更加怀念起那个清凉澄澈

风景如画的地方了&在那里她确

立了人生最初的理想和希冀!现

在她已为当初的理想迈开了第

一步!她要在城里扎下根!将来

把爹妈接过来!让他们感受一下

城里的生活& 所以自己不能死!

她死了!爹妈将来怎么办!弟弟

的大学谁来供&

木板的浮力越来越小了!晓

婷不停地鼓励着诗梦!也是鼓励

着自己!她俩一前一后分列木板

的两侧!一手抱木板一手快速地

划水!每当有浪头打来!晓婷就

提醒诗梦双腿不停地上下踢蹬!

就像水中踏步!诗梦借助着木板

的浮力!终于有了些感觉&不再

是任洪水宰割的羔羊&一座座漂

浮着的绿色小山丘终于近了!它

们随着一道急流!无声地静悄悄

地快速下泄!激流的边缘一排排

巨大的漩涡是洪水张开的要吞

没一切的血盆大口&今天这所有

的洪水似乎都是从这道巨大的

急流浩浩荡荡地蔓延开去的&风

雨的喧嚣声听不见了!洪水的咆

哮声隐没了!晓婷和诗梦感到洪

荒的世界突然静得可怕!望着这

恐怖的急流! 两人都有些绝望!

急流中有可以支撑起生命的漂

浮的大树!可进入急流无疑是主

动送死&

晓婷和诗梦清楚的意识到

这点时!她的右臂再也无力抬起

了!还打着钢板的小臂酸麻得近

乎失去知觉&

"婷姐!怎么办!我怕('诗梦

再次不知所措地哭了&

晓婷看看怀中几乎无法支

撑两个人重量的木板! 说别怕!

往后撤(话音刚落!一个浪头打

来!她俩被卷入了急速扩大的漩

涡中&诗梦沉在水中!不住地按

晓婷教的方法挣扎着!她感到有

一种力量要把木板拉走!她的双

手便死死地抱紧木板往怀里拉!

然后她就又感到一个巨大的浮

力!向上推了自己一下!她终于

钻出了水面& 钻出水面时她发

现!亲爱的晓婷姐不见了!只有

她自己抱着那块救命的木板!已

脱离了那个巨大的漩涡!向外随

着水流漂荡着&

"晓婷姐!婷姐('诗梦拼命

地哭喊着!回答她的只有雨声和

水啸声&

苍天似乎也折腾累了!一阵

闪电霹雳后!暴戾的雨没有砸下

来!慢慢的!那几道闪电舞动得

越来越没力气!霹雳声响得也越

来越疲软!让人既听出也看出天

公那种没精打采的无奈来&

诗梦终于也和天公一样!嗓

子喊哑了&她抱着木板边哭边在

茫茫的水面上寻找& 沉在水里

时!诗梦清楚地记得自己使劲往

怀里拉木板了!是自己把木板从

婷姐手里抢过来的!要不就是婷

姐主动松了手!松手后还使劲推

了自己一把&婷姐!是我害了你!

我自私!我贪生怕死!你在哪里*

你真的死了吗!婷姐(

有一种悦耳的声音!在水的

嚣叫中似有若无地从西边传来&

最先听到马达声的是文静!"一

琳姐!一定是船('

一琳注意听了一下!扭头向

西&此时!困在公路上的所有人

都听到了!人们的目光一齐在苍

茫的水面上寻找&终于!一艘快

艇在晚霞的映衬下闯入了人们

的视线&是船(我们得救了(人群

中一阵惊喜地骚动!大家一齐向

着西边挥手喊叫&

"邱警官! 北面水面上好像

有个人(' 赵大爷一直冷静地忠

于职守的观察着水面&一琳打了

一个激灵! 她心里感激着赵大

爷!大声说朋友们!救我们的船

马上就过来了!但大家还不能放

松! 一定要小心随时过来的水

浪!胳膊还得挽紧&边说!她的目

光边转向北侧的水面& 的确!水

面上!远远的有一个黑点上下起

伏着!向她们漂来!霞光中看得

十分清楚&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

又全被这个黑点吸引了过去&黑

点越来越近了!人们已经完全可

以确认那就是一个落水等待救

援的人&

"

代表点评#

打掉隐形“保护伞”
!

河南省人大代表 王建伟

内乡县检察院积极履职& 主动作为&敢

于担当"敢做生态文明的!守门员%*他们站

在关注民生&维护民利&解决民生的高度"敢

于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严厉

查处背后隐藏的!保护伞%"守护碧水青山的秀美家园"赢得人大代

表们一致好评*

去年以来"内乡县检察院构建了保护生态环境!打&查&监&预%

四位一体工作格局"顺应了形势发展和百姓期待*希望检察院认真

担当生态环境建设服务者的重任"主动担当生态环境建设守护者的

使命"自觉履行生态环境建设参与者的义务*要加强对关系群众利

益的生态环境刑事犯罪的法律监督"加大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

境领域职务犯罪的查处力度*希望各级政府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配

合"人大要监督支持各部门依法履职"在全社会形成齐抓共管的良

好局面*

快速办理涉林涉地涉水等刑事案件
河南内乡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保护生态环境

!

本报通讯员 汪宇堂

冯建伟 符永旺

湍河河面的霞光里! 几行

鸥鹭击起落珠般的水花+ 数十

万亩的鲜果%干果基地!散发着

沁人心脾的芳香 +

*+,'

万平方

米的工业项目大车间! 向西欧

各国输送着"牧原'优质绿色食

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河南

省内乡县最亮的品牌&

近年来! 内乡县检察机关

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工业强

县 %旅游名县 %林牧大县 '的号

召!充分发挥检察职能!通过严

厉打击危害生态资源犯罪 !对

涉及环境建设不作为% 慢作为

人员加强诉讼监督! 倒查背后

职务犯罪! 创新法律监督等手

段!构建检察"矩阵'!为保护
-'

万内乡人民的生存环境发挥积

极作用! 累计为国家挽回经济

损失
%*))

余万元 &近日 !河南

省检察院转发了该院服务生态

建设的经验做法&

对危害生态资源犯罪

频出重拳

内乡土地温润!山水如画!

森林资源丰富! 拥有宜林面积

&*'.+

万亩!森林覆盖率
'&.$/

!

被河南省政府命名为 "省级生

态示范县'&自然赋予的珍贵宝

藏给内乡人民带来福音! 也引

得一些不法分子动起歪脑筋 !

将贪婪的目光投向森林绿树 &

对此 ! 该县检察院把涉林 %涉

地% 涉水等刑事犯罪作为打击

重点!与公安%法院等部门密切

配合!建立快速办理通道!充分

发挥审查批捕%起诉职能!形成

高压态势&

今年
&

月上旬! 为了种植

食用菌! 该县板场乡某村孙某

在未经村民委员会同意! 且未

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

下! 擅自在其父亲承包经营的

林坡上砍伐木材
'('

株& 因涉

嫌盗伐林木罪! 该院依法从快

对孙某批捕&法庭上!孙某对检

察机关的指控表示认可! 当庭

承认了犯罪事实&

"我院已依法对
+

件非法

盗伐%破坏森林%收购国家珍稀

保护动物等案件快捕快诉 !目

前
%

名被告人均被判处一年以

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据该

院副检察长陈永辉介绍! 通过

办案和法制宣传! 强化群众的

法律意识! 为内乡的青山绿水

树起坚实的 "法律屏障 '!这是

他们的努力方向&

据统计 ! 从
&)*+

年初至

今!该院共依法批捕盗伐林木%

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危害环

境的刑事犯罪案件
$

件
*+

人!

提起公诉
&'

件
+%

人! 有效地

震慑了犯罪&

通过检察建议督促依法行政

在依法打击危害生态环境

犯罪的同时! 内乡县检察院依

法监督! 促使行政执法机关严

格依法行政!保护生态环境&

去年
*)

月!张某在未办理

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 擅自开

采钾长石
"))

余方! 该县国土

部门作出停止违法采矿% 没收

矿产品以及罚款的决定& 张某

只缴纳部分罚款便又恢复开

采&对此!内乡县检察院及时发

出-督促履职建议书.&不久!国

土部门迅速封停采矿点! 收缴

处罚欠款
&

万元&

针对生态环境领域非诉案

件执行难%执行不到位%久执不

结等难题!该院依法发出检察建

议
"

件! 督促法院采取措施!加

大执行力度&该院民行科科长武

睿刚告诉笔者!前不久!他们在

走访排查时发现!环保部门在申

请强制执行某小型钢厂排污不

达标案件过程中!由于钢厂负责

人的抵制! 法院难以执行到位&

该院遂督促法院强制执行!派员

现场监督!支持法院对该钢厂实

施关停!要求其更新设备%排污

达标!收到较好效果&

深挖细查渎职犯罪

"近年来!不少城市饱受雾

霾之苦! 内乡仍能保持山清水

秀!不容易呀&检察机关功不可

没
0

'近日!在内乡县人大代表座

谈会上! 河南省人大代表王建

伟对该县检察机关深挖渎职

"零容忍 '%预防宣传 "重修复 '

的工作理念充分肯定&

&1*+

年
-

月初! 该院干警

在某乡调研时! 群众反映柏树

山矿区无序采矿造成矿山坍

塌! 导致
&

人死亡
+

人重伤的

矿难事故&该院通过深入调查!

对
&

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玩

忽职守罪立案侦查&同时!该院

还深挖细查!顺藤摸瓜!查出内

乡县安监局副局长周某涉嫌在

矿山安全监管过程中收受贿赂

*"

万元!为非法采矿提供便利%

充当 "保护伞 '!使得该厂矿工

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长期进

行生产%作业!导致重大责任事

故发生的犯罪事实&

"检察机关为建设天蓝地

绿水净的美丽内乡作出了积极

贡献!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

期检察官一心为民% 履行公平

正义的神圣使命&' 采访中!内

乡县县委书记李长江说! 近两

年来 !该院在水利 %安监 %林业

等系统立案侦查职务犯罪
*1

件
*&

人&

辽宁抚顺：保障律师权利赢赞誉
本报讯 !通讯员王影" 辽

宁省抚顺市人大常委会近日组成

视察组! 对该市政法机关贯彻实

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情况进行

视察&在分别听取该市检察院%法

院% 公安局等部门关于贯彻实施

刑诉法情况的报告后! 抚顺市检

察院完善律师接待制度% 保障律

师行使辩护权等做法得到律师界

人大代表们的高度肯定&

辽宁省人大代表%律师程飞

说)"抚顺市检察院在贯彻实施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过程中!准

确把握了打击与保护的尺度!贯

彻落实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重视社会矛盾化解!达到政治效

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

统一&最让律师界代表感到欣喜

的是!检察机关对律师辩护权给

予极大重视!检察机关对律师权

利的保障! 体现了对被告人%犯

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

&1*+

年以来! 该市检察机关

把保障律师职业权利作为检务公

开%保障人权%增强检察机关公信

力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案件管理中

心专门设置律师阅卷及接待区!为

律师查阅电子卷宗配备了专用电

脑!指派专人接待!专门制定-辩护

人% 诉讼代理人阅卷须知.%-接待

律师行为规范.等相关制度&

据悉 !今年上半年 !抚顺市

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依法保

障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合法权

利!共接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

人次!阅卷
&$$

人次!对律师

提出的阅卷% 变更强制措施%会

见在押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

嫌疑人%要求检察机关听取其意

见等申请!均做到当日转交办案

部门!并协调办案部门对律师的

要求及时作出安排或答复&

深圳南山：

检察长回应选民紧盯黑网吧
本报讯!凌翔"

"

月
*$

日下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检察院检

察长胡捷以人大代表身份! 参加了南山区人大代表白石洲选区联络

站接访日活动!与她一起作履职报告并接访的人大代表共有
-

位&

*1

多名选区居民认真听取自己票选出来的人大代表履职报告! 之后向

代表们反映各自了解%搜集的涉及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电单车拉客

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片区存在很多黑网吧!外表看不出来!但许多未成年人被

吸引过去!希望各位代表给予关注,,'在人大代表述职结束后!一

名居民迫不及待地反映&据了解!黑网吧问题普遍存在!当地也多次

查处过! 却难以杜绝&"请社区联络站的同志记录下来! 形成文字材

料!我会跟沙河派出所联系!直到问题解决&'胡捷马上表态&

"我们住处附近晚上
*1

点半后! 摆卖烧烤的摊贩挤占了道路两

边的全部空地!车辆%行人无法正常行走!烧烤形成的油烟污染着两

边的居民楼!吵闹声影响居民正常休息!希望代表给呼吁呼吁&'一名

居民话音刚落! 多位居民连声附和&"我们一定会将该问题向有关部

门反映!并监督落实&'!胡捷等代表纷纷表示要监督此问题的落实&

白石洲东与华侨城为邻! 这个只有
1,%

平方公里的面积却居住

了近
&1

万人!是深圳最大的城中村之一!拥有深圳市区最集中最大

规模的农民房!"脏%乱%差'成了白石洲的代名词&胡捷当选南山区人

大代表后!多次深入该社区走访贫困居民!并单独或与其他代表联名

提出相关建议提交区人大!有些必须急迫解决的问题!胡捷便直接与

相关部门联系!督促落实&新塘社区居民曾反映有些道路路灯坏了没

有及时修理!胡捷便向城管部门反映!很快得到解决!当地居民送来

锦旗表示感谢+有的居民反映希望学校门口安装减速带!胡捷把问题

反映给交管部门后!也得到及时解决&

办案检察官调查环境污染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