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
政府副主席潘逸阳接受组织调查

本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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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 内蒙古自

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潘逸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

接受组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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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斯里兰卡总统会谈
据新华社科伦坡

!

月
"$

日电 !记者李斌 孟娜 侯

丽军"

!

月
"#

日!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在科伦坡为

习近平主席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在亲切友好气

氛中举行会谈!高度评价中斯友谊!共同规划两国合作!

宣布启动中斯自由贸易谈判! 推动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深入发展"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任命崔世安
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

月

"$

日签署第
#%&

号国务院令! 任命崔世安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 于
'(")

年
"*

月

*(

日就职"

最高检司法部印发《意见》实施改革试点

人民监督员将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选任管理
检察机关同步试点监督范围和监督程序改革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

者戴佳"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

检察院获悉!人民监督员将由司

法行政机关负责选任管理!参与

具体案件监督的由检察机关从

司法行政机关建立的人民监督

员信息库中随机抽选确定$

!

月
+(

日!最高检%司法部

印发&关于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

方式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下

称"意见#$!确定了北京%吉林%

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湖北%广

西%重庆%宁夏为开展人民监督

员选任管理方式改革试点的省

(区%市)!明确了人民监督员的

设置%管理和选任机关%选任条

件%选任程序#

根据&意见'!人民监督员分

为省级检察院和设区的市级检

察院人民监督员#省级检察院人

民监督员监督省级检察院办理

的案件!由省级司法行政机关负

责选任*设区的市级检察院人民

监督员监督设区的市级检察院

和县级检察院办理的案件!由设

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选

任$直辖市检察院人民监督员监

督直辖市各级检察院办理的案

件!由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统一

负责选任$

&意见'指出!选任人民监督

员应遵循确定名额" 组织报名"

审查公示" 公布名单的程序$司

法行政机关对人民监督员进行

初任培训!建立人民监督员信息

库和考核制度!及时掌握人民监

督员履行职责的数量"能力等基

本情况$人民监督员应当认真履

行职责!自觉接受司法行政机关

的管理$

!

月
&

日 !最高检印发 &人

民监督员监督范围和监督程序

改革试点工作方案'!下称 %方

案&$! 确定自今年
"(

月至
*("&

年
,

月!在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

方式改革试点地区的检察机关!

同步开展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

和监督程序改革试点工作$

&方案'强调!试点地区检察

机关要拓展人民监督员监督案

件范围!在原有人民监督员监督

范围基础上!将查办职务犯罪案

件中+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

制措施违法的,+阻碍律师或其

他诉讼参与人依法行使诉讼权

利的,+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

金而不退还的,等三种情形纳入

监督范围!由人民监督员启动相

应监督程序$

&方案'要求!试点地区检察

机关要规范参与案件监督的人民

监督员的确定程序! 完善案件材

料提供和案情介绍程序! 设置复

议程序$ 完善人民监督员知情权

保障机制! 建立职务犯罪案件台

账制度" 人民监督员监督事项告

知制度! 以及人民监督员参与案

件跟踪回访" 执法检查等机制$

!最高检办公厅负责人就相

关问题答记者问详见二版"

监督收监40名罪犯 严查违法减刑假释背后渎职犯罪

陕西：专项检察活动取得阶段性成果
本报西安

!

月
%&

日电 !记

者倪建军 通讯员王艳萍" 记

者今天从陕西省检察院了解到!

自今年
-

月以来!陕西省检察机

关在全省范围开展了减刑 "假

释" 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

动!目前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截至目前!该省检察机关已

对现仍在监狱"看守所"社区矫

正场所服刑的职务犯罪"破坏金

融管理秩序犯罪和金融诈骗犯

罪 "组织 !领导 '参加 '包庇 '纵

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罪犯

!下称(三类罪犯 )$中的
+(.

名

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在省级人民

政府指定医院进行了重新体检!

对经医院诊断并经法医审核后

认定+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或者

保外就医情形消失, 的
)(

名罪

犯已监督收监!其中包括
&

名原

为厅局级的罪犯和
.

名原为县

处级的罪犯$

在专项检察活动中!陕西省

检察机关在全面查清该省+三类

罪犯,人员底数的基础上!通过

逐人建档"逐案调卷审查"与暂

予监外执行罪犯逐人见面并重

新体检等方式!积极发现全省在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 针对薄弱环节!

积极提出检察建议!并注重排查

发现违法犯罪线索!严密组织涉

渎案件线索的查处$

该省检察机关在开展此项

专项检察活动中!特别注重依法

监督纠正+有权人,"+有钱人,罪

犯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

行问题!深入查处背后的司法腐

败案件$对于核查所发现的相关

司法机关在减刑"假释"暂予监

外执行工作中存在的一般性违

法违规行为!该省检察机关通过

口头指出"书面纠正以及发出检

察建议等多种形式!迅速纠正违

法"促进规范执法$

!!!! !!!!

湖北：拓宽社区矫正监督信息源

本报讯!记者周泽春 通讯

员戴小巍 杨胜春" +小张!请

你将医院的诊断报告提交到社

区矫正办公室来$ ,近日!湖北省

仙桃市检察院社区矫正检察室

检察官熊宽新拨打社区矫正对

象张某的
/01

定位手机后说道$

+(

分钟后!小张就赶到社区矫正

检察室上交了报告$ 这是仙桃市

检察院运用司法
2

通平台加强

社区矫正工作管理的一个片段$

据了解!

'(+'

年以来! 仙桃

市检察院与该市司法局协商!全

面推行社区矫正司法
2

通平台

系统!为社区矫正人员配发
/01

定位手机!通过高科技手段加强

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全面管理!实

现了由 +人盯人 ,的传统管理模

式向+人防,"+技防,相结合的现

代化管理模式转变$

仙桃市检察院的做法!是湖

北省检察机关坚持多措并举不

断拓宽社区矫正监督信息来源!

实现监督全覆盖的一个缩影$ 据

了解! 自
'((&

年
3

月正式启动

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来!湖北省

检察机关致力于推进检察监督

信源多样化! 不断创新载体!努

力提升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水平

和实效$

湖北省检察机关积极推动

建立政法各部门共享的社区矫

正信息化平台!充分运用现代信

息化技术! 加强对调查评估"交

付执行"变更执行和终止执行等

环节的监督 ! 提升检察监督实

效$ 截至目前!全省有
+'

个地区

的检察机关联通了司法
2

通平

台!共享社区矫正信息$ 黄石市

检察机关还建立了+监外罪犯刑

罚执行信息库,! 实现检察机关

与司法行政机关信息共享!管理

与监督同步$

此外!在尚未完全联网的地

区!一方面采取 +地毯式 ,普查 !

运用定期与不定期检查!全面与

重点检查等方法!会同有关部门

联合检查方式进行!全面掌握社

区矫正人员信息!并按照相关规

定! 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刑期"报

到 "建档 "监管等详细内容进行

逐一登记 ! 并记录有关检查情

况 !做到台账数据一口清 !对象

情况一眼明$ 另一方面!将矫正

对象资料录入检察业务管理系

统 !通过自行开发的软件 !加强

信息化管理!及时防止和纠正社

区矫正对象脱管"漏管$

在信息化建设条件尚不具

备的地区!注重积极发动群众参

与 !多角度 "多渠道保证信源多

样化和准确性$ 荆门市检察院监

所检察部门在荆门城区三个街

道办事处聘请社区矫正检察信

息员
3(

余名! 向基层群众发放

工作联系卡!通过定期走访市人

大代表"街道办负责人等多种形

式 !就社区矫正法律监督 "特殊

人群帮扶等民意诉求!听取群众

意见建议!对社区矫正的价值进

行宣传 ! 提高人民群众的认可

度"参与度和检察监督透明度$

针对社区矫正对象分布广!

矫正执法工作主要依靠乡镇"街

道司法所的实际情况!该省检察

机关着力延伸检察监督触角!将

检力下沉到基层!在司法行政机

关建立社区矫正检察室或联络

站
.3

个!其中武汉"宜昌"黄石"

荆门等地检察机关做到了全覆

盖$ 这些社区矫正检察室或联络

站的设立! 拓宽了监督范围!有

力提升了监督效果$

多措并举之后!湖北省检察

机关社区矫正信息来源拓展让

法律监督不留死角!取得明显成

效$ 今年
+

月至
$

月!针对社区

矫正工作书面提出纠正
+,3(

件! 已纠正
+,+'

件$

"

“强化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专题报道之五■

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办公室

检察日报社主办

宜昌市五峰县召开社区矫正工作联席会议* 李涛摄

村支书帮忙骗补贴 没有谋利也是贪污
河南正阳：查办一起贪污移民补贴案

本报讯!记者吕峰 通讯员

周道海 陈斌贝 " 因碍于情面!

身为村支书的张明轩明知本村

村民张松"王勇"王成
3

人提供

的是虚假材料! 却利用手中权

力!以村支部名义上报!帮助张

松等
3

人骗取国家移民补贴款$

虽然张明轩自己未从中谋利!但

是也构成了犯罪$近日!经河南

省正阳县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

人张明轩犯贪污罪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

板桥村太平村民组村民大

部分是河南省平顶山市库区移

民!根据国务院规定每人每年可

发放
,((

元补贴$张明轩是板桥

村党支部书记!负责村里移民登

记"核实"上报工作$他的侄子张

松看到移民有补贴可以领!也打

起了小算盘$于是他到张明轩家

里提出了虚报移民身份!骗取移

民补贴款的要求$

张明轩经不起侄子的哀求!

安排太平村民组长何某给张松

一家
3

口办理了移民补贴登记

手续!他加盖村委的印章后上报

乡政府$

'((,

年至
'(+3

年!张松

骗取了
+',((

元移民补贴!加上

'(+3

年国家每年每人又补发

+&(

元!合计
)&(

元$!张松共骗

取了
+3(&(

元移民补贴$

此后!村干部王勇 "村民王

成也先后找到张明轩$张明轩碍

于情面!帮王勇"王成每人虚报

了
&

个虚假移民身份!分别骗取

了
'+$&(

元的移民补贴款$

今年
+

月!正阳县检察院以

涉嫌贪污罪对张明轩立案侦查!

.

月
'+

日提起公诉! 正阳县法

院经审理认为!张明轩已构成贪

污犯罪!遂以贪污罪判处张明轩

有期徒刑三年$张松"王勇"王成

也以贪污罪分别得到相应判处$

曹建明会见
古巴驻华大使白诗德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王治国" 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京会见了古巴驻华大使白诗德$

曹建明首先对白诗德来最高检访问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和古巴

是亲密真挚的好朋友"好同志和好兄弟$特别是今年
$

月!习近平主席

对古巴实现了成功访问! 两国领导人对两国关系发展作出长远规划!

共同开创了中古互利友好合作新时代!也为两国司法机关深化交流合

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曹建明指出!加强中古检察机关交流合作!是发展两国友好关系

的重要方面$长期以来!两国检察机关高层互访频繁!交流合作不断深

化!传统友谊进一步增强$当前!中古两国都面临着改革发展的挑战和

机遇!中国检察机关愿同古巴同行一道!相互分享借鉴法治建设和司

法改革的成功经验!取长补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法治发展道路$相

信在大使阁下的重视与支持下!两国检察机关交流合作一定会迈上新

的台阶!两国传统友谊一定会谱写出新的篇章$曹建明请白诗德大使

代为转达对古巴德尔卡多总检察长的问候$

白诗德感谢曹建明的亲切会见!表示将继续为深化两国检察机关

交流合作"巩固和发展两国传统友谊作出努力$

!

月
+$

日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京会见古巴驻华

大使白诗德* 本报记者程丁摄

检察官说法

正阳县检察院检察官陈瑞介绍+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

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

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

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

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一般公民与上述人员勾结+伙同

贪污的+以贪污罪的共犯论处*本案中+张明轩明知他人提供不符合登

记上报条件的移民材料+而予以核定上报+造成
3

人骗取公共财产的

事实+属于共同贪污犯罪*至于张明轩在共同犯罪中没有分赃+并不影

响本罪的认定*张明轩在与张松'王勇'王成的
3

起共同贪污犯罪中均

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

要捅破“公开的秘密”
#

伍 月

深圳市检察院近日向媒体通报了查办的一起消防腐败窝案* 据当地

媒体记者了解+消防腐败在房地产界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腐败成为-公开的秘密)+这并不是孤例*一个领域的权钱交易由-潜规

则)发展成-公开的秘密)+其腐败程度越是肆无忌惮+对法治的伤害'对政府

公信力的伤害'对民心民意的伤害+就越深'越烈*

那种-公开的秘密)的腐败+其程度越肆无忌惮+证据就可能越容易捕

捉到.只要反腐职能部门能够下潜基层+依托民众+就更容易捕捉到有利

线索+夯实证据锁链+快而准地钉牢腐败

罪行*反腐要捅破-公开的秘密)/要把这

类腐败绳之于法+对于彰显党和政府反腐

决心,获得民意支持+对于倡导廉洁,震慑

腐败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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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首次出版检察工作白皮书

本报讯!记者邓铁军"

!

月
+,

日!由广西壮族自治

区检察院组织编撰的关于广西检察工作的白皮书正式出

版发行"该书名为#

'(+3

年广西检察工作发展状况分析及

展望$!既对
'(+3

年广西检察工作发展进行了总结%分析!

又对今后检察工作进行了展望"这是自治区检察院首次采

用白皮书的形式公开广西检察工作情况"

四川举办首届优秀公诉人法治论坛

本报讯!记者刘德华 通讯员徐海利" 四川省检察

机关首届优秀公诉人法治论坛日前举办" 来自该省三级

检察机关的
'3

名优秀公诉人对诉讼监督%检察官客观公

正义务%无罪推定%诉讼证明标准等检察理论问题进行深

入研讨!省%市级院分管检察长%公诉处长参与互动交流"

论坛还邀请四川大学法学教授进行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