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检发布刑事抗诉指导性案例
首次启用最高检网上发布厅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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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记者徐

盈雁" 最高人民检察院网上发布

厅今天首次启用! 发布最高检第五

批指导性案例! 指导和促进地方各

级检察院提高刑事抗诉工作水平 !

确保抗诉案件质量"

今天发布的三个指导性案例分

别是陈邓昌抢劫# 盗窃! 付志强盗

窃案! 郭明先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案! 张某# 沈

某某等
!

人抢劫案 !指导案例详见三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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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

年 ! 全国检察机

关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

抗诉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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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其中法院改判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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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分别占法院审结

刑事抗诉案件数的
)'-*".

#

)!-)!.

#

((-),.

"

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韩耀元表示! 发布这批指导性案例

具有三方面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树

立正确的抗诉理念" 通过发布抗诉

成功的指导性案例!指导地方各级检

察院纠正实践中存在的 %重公诉#轻

抗诉&%只抗轻# 不抗重&%重配合#轻

监督&等倾向!客观公正# 理性平和

地办理刑事抗诉案件! 进一步提高

抗诉效果" 二是有利于统一执法标

准和尺度" 本批三个案例均为检察

机关第二审程序抗诉成功的刑事案

件! 既包括对人民法院适用法律错

误# 量刑不当提出抗诉! 也包括对

人民法院应当判处死刑而未判处死

刑的判决提出抗诉! 通过全面阐述

检察机关抗诉理由和人民法院采纳

抗诉意见情况! 进一步明确刑事抗

诉条件和标准! 保证抗诉案件的质

量" 三是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对实

现司法公正的信心"

最高检网上发布厅位于最高检

官网首页新闻发布会栏目下"最高检

新闻发言人肖玮表示!为促进检察新

闻发布工作多元#立体#便捷#高效发

展!最高检今后将通过网上发布厅及

时发布各类检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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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记

者郭洪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

日在京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内

务部部长阿赫梅德巴耶夫"

孟建柱指出! 中乌建交以

来! 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健康稳

定发展" 去年以来! 习近平主

席和卡里莫夫总统多次会晤 !

体现了两国高水平的互信合作

关系! 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

新的合作方向" 中方愿与乌方

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共

识! 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中乌战

略伙伴关系"

孟建柱表示!中乌执法安全

合作发展顺利!已成为两国关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双方

执法安全部门在打击 %三股势

力&和跨国犯罪#禁毒#警用技术

装备交流#执法人员培训等领域

的合作成果显著"当前!国际和

地区形势正发生复杂变化!中乌

执法安全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务

实合作!共同维护两国及地区安

全稳定"

阿赫梅德巴耶夫表示!乌内

务部愿与中方执法安全部门深

化务实合作!推动中乌执法安全

合作健康#稳定#快速向前发展"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

琨参加会见并与阿赫梅德巴耶

夫举行会谈"

公安部副部长李伟#乌兹别

克斯坦驻华大使库尔班诺夫参

加会见和会谈"

李如林会见芬兰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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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电

!记者徐盈雁" 最高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李如林今天在京会

见了芬兰议会法律委员会主席

安妮'霍姆隆德" 全国人大内务

司法委员会委员赵凯参加会见"

李如林首先代表最高检和

曹建明检察长对安妮'霍姆隆德

一行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 " 他

说! 中芬建交
*%

多年来! 两国

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双方司法#

检察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日益密

切" 相信阁下此次来访! 必将

进一步深化两国相关机关的密

切合作! 推动两国友好关系迈

上新台阶"

李如林表示! 中芬两国虽

然法律制度和司法体系不同 !

但是在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等方

面的目标是相同的" 中国改革

开放几十年来! 扎实推进法制

建设! 目前已经形成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我们愿

意与贵国的法律同行一道! 进

一步分享两国之间的有益经验!

继续推进和深化两国执法司法

机关之间的友好合作"

李如林向客人介绍了中国

在加强反腐败和追赃追逃工作

方面的措施和经验! 检察制度

以及司法检察改革的基本情况"

宾主双方还就共同感兴趣的话

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安妮'霍姆隆德感谢李如林

的会见! 表示愿意进一步加强

与中国检察机关的交流与合作"

会谈结束后! 安妮'霍姆隆德一

行参观了最高检行贿犯罪档案

查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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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内务

部部长阿赫梅德巴耶夫# 郝帆摄

曹建明在天津检察机关调研时指出

牢固树立自觉接受监督意识
更好回应人民群众期待要求

本报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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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 !记者

王治国 戴佳 朱建军 张宁"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

今天在天津市检察机关调研考

察工作 ! 看望慰问基层检察人

员 ! 并与部分在津全国人大代

表 #全国政协委员座谈 !征求对

进一步做好新时期检察工作的

意见建议"

上午!曹建明一行一下列车

即驱车来到天津市和平区检察

院!看望慰问基层检察干警" 在

该院专门开展未成年人心理疏

导教育的心语室内!曹建明饶有

兴致地参观了沙盘治疗区! 详细

了解运用心理学研究成果开展心

理帮教的实践做法" 曹建明勉励

检察人员要继续加强未成年人犯

罪心理学的研究! 有针对性做好

教育和感化工作! 提升检察机关

未检工作科学化专业化水平" 在

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曹

建明认真观看每一块展板! 并不

时询问和平区检察院开展预防

职务犯罪的具体做法! 他说!党

和国家培养一名干部不容易!检

察机关在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

肃的同时!要结合执法办案加大

职务犯罪预防力度!为深入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作出新贡献"

下午!曹建明来到天津市检

察院" 在案件管理中心!曹建明

详细了解天津检察机关深化检

务公开#强化案件管理的总体情

况" 当了解到目前天津三级检察

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运转良

好!案件信息公开系统也即将启

动时 !曹建明说 !深化检务公开

是这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

之一!案件信息公开是检务公开

的核心" 我们要不断深化检务公

开!以公开促公正!努力提高检察

机关司法公信力" 天津市检察院

检察技术数据中心是天津市首家

多业务视频融合项目! 近年来该

中心充分利用信息化平台! 在推

动执法规范化管理上发挥了重要

作用" 曹建明对此表示认可!他

说!在大数据时代!检察机关要深

度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整合信息

数据平台! 以办案信息化促进执

法规范化管理科学化" 曹建明还

分别到市检察院控申接待中心#

司法鉴定中心#模拟法庭考察!并

与检察干警亲切交谈"

随后! 在天津市检察院!曹

建明与部分在津全国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座谈" 座谈会上!天津

广播器材有限公司军品事业部

副段长万文雅!天津益商通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经理助理毛雁俊!

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股份公

司董事长孔晓艳!致公党天津市

河东区主委 # 河东区侨联副主

席#天津电气传动设计研究所副

总工程师许希!天津市宁河县委

书记李树起!天津市工业和信息

化委员会主任 # 党组书记李朝

兴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中国

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

士张伯礼!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

行党委书记林铁钢!南开大学元

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其林!天

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市容环

境卫生管理中心一线扫道班班

长薛海英等
$%

位全国人大代表!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

天津赛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左晔等
"

位全国政协委员纷

纷发言" 大家围绕检察机关如何

围绕法治中国建设!更好地履行

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能!保障法律

实施(如何更加重视运用法治思

维与法治方式推动反腐败斗争(

如何更好地关注民生!促进发展!

维护公平正义( 如何推动解决司

法体制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建

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

制度( 如何加大司法公开和检察

宣传工作力度! 重视利用新媒体

引导社会舆论!维护司法权威(如

何更加重视检察队伍特别是青年

干警思想政治建设! 为他们创造

更好的发展环境等等! 提出了许

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在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

后 !曹建明说 !各位代表委员与

人民群众联系最紧密# 最直接"

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既体现了

对我们的监督!又反映了人民群

众对检察工作的要求和期待!我

们一定认真研究!切实贯彻落实

到各项检察工作中去"

曹建明指出!自觉接受人大

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是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参与和

监督检察工作的重要实现形式"

各级检察机关要牢固树立自觉

接受监督的意识!促进接受人大

政协监督工作的制度化 # 规范

化 #常态化 !为检察事业发展不

断注入新的活力" 要结合深化检

务公开!完善落实与代表委员经

常性直接联系机制!充分运用信

息技术和各类新媒体资源!搭建

与代表委员%面对面&#%点对点&

交流平台!增强与代表委员联络

工作的针对性 # 实效性和便捷

性" 要高度重视从代表委员中汲

取智慧和力量 ! 在作出重大决

策 #推进检察改革时 !注意听取

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完善发展

思路 #破解司法难题 !推动检察

工作科学发展"

曹建明最后希望各位代表

委员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检察

工作!充分发挥联系群众的桥梁

纽带作用 ! 增进检察工作正能

量!使检察工作更好地回应与体

现人民群众的期待要求"

天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散襄军!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于

世平参加调研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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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到天津市检察机关调研考察工作!并与部分在津全国人大

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座谈$ 本报记者程丁摄

王少峰在最高检机关第八批援疆干部欢送仪式上强调

树立四个意识为新疆长治久安贡献力量
本 报 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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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电

!记者郑赫南" 最高人民检察

院机关第八批援疆干部将于
$*

日启程" 今天上午! 最高检机

关举行简短欢送仪式" 受曹建

明检察长委托 ! 院党组成员 #

政治部主任王少峰代表院党组

欢送援疆干部! 勉励大家要认

真学习贯彻中央第二次新疆工

作座谈会和检察机关部署会精

神! 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 责

任意识# 研学意识# 自律意识!

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作出应有贡献"

王少峰首先代表最高检党

组和曹建明检察长!对即将赴疆

工作的
'

位同志表示祝贺#问候

和敬意" 他指出!新疆地处西北

边陲!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

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具

有特殊重要的战略意义!援疆工

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王少峰要求!援疆干部一要

以强烈的政治意识!始终牢记光

荣使命" 面对新疆反分裂#反渗

透#反暴力恐怖斗争尖锐复杂的

新形势!要增强大局意识#政治

意识#忧患意识!不断提高政治

敏锐性#政治鉴别力!特别在涉

及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

全等重大问题上! 要头脑清醒#

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保持高度

的政治清醒和政治自觉!全力投

入反分裂反暴恐斗争!为新疆的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贡献"

二要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努力争

创一流工作业绩"要抓紧完成角

色转换! 尽快融入所到单位!认

真履行岗位职责!要勇于担当#

大胆工作# 不断开拓! 充分发

挥聪明才智! 积极开创工作新

局面" 三要以强烈的研学意识!

不断提高自身素能" 要珍惜在

新疆的三年时光! 抓住难得机

遇! 自觉锻炼提升自己" 要抓

紧学习党的民族政策# 宗教政

策! 尽快熟悉新疆的社情民情!

坚决做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宗教

政策#促进民族团结的模范" 要

努力向当地各族干部群众学习!

坚持在工作实践中锤炼自己!进

一步提升自己的意志品质!提升

自己做好工作的能力水平"四要

以强烈的自律意识!树立最高检

干部的良好形象"要按照中央的

要求!坚持抓好作风建设!积极

应对地位#角色变化带来的各种

挑战和考验!始终做到%四自四

慎&#%三严三实&!以严以律己和

清正廉洁的实际行动!为最高检

增光添彩! 努力成为既能干事#

会干事#干成事!又讲廉洁#重操

守#有形象的好干部"

最高检机关此次派出的第

八批
'

名援疆干部分别是周惠

永# 张玉梅# 黄宏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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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建柱会见乌兹别克斯坦
内务部部长阿赫梅德巴耶夫
郭声琨参加会见并与阿赫梅德巴耶夫举行会谈

本报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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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 !记者

王治国 戴佳 朱建军" 今天

中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

津市委书记孙春兰会见了到天

津市检察机关调研的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一行"

孙春兰说 ! 今年是全面深

化改革第一年 ! 即将召开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将要深入研究法

治中国建设的重大问题 ! 天津

正面临着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申办自贸区等难得机遇 ! 这都

要求我们必须增强法治思维 !

提高法治能力 " 我们要在最高

检的指导下 ! 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检察工作 ! 促进社会管理创

新 !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 为促

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

司法保障"

曹建明说 ! 党的十八大以

来 !天津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

改革 #推动发展 !经济社会保持

平稳较快发展" 近年来!天津检

察机关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在市

人大有力监督下 ! 忠实履行职

责 !积极服务大局 !创造了许多

宝贵经验" 希望天津检察机关在

市委有力领导下 ! 深化司法改

革#提升司法能力!为平安天津#

法治天津#美丽天津建设作出新

的贡献"

天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散襄军 !天津市委常委 #市委秘

书长段春华!天津市检察院检察

长于世平参加会见"

孙春兰会见曹建明

编辑 张灿灿 柴春元 校对 赵 鹏 侯 静

15日上午，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切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
职责，认真做好新形势下人大工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出新贡献。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