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好提押安全防范工作
!

余永刚 万秋林

根据!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条例"

的规定# 检察机关司法警察担负着执

行传唤$拘传$提押$看管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和罪犯等职责%提押$看管被告

人或者罪犯是司法警察工作中经常

性$危险性较大的职责之一%如何加强

提押中的安全防范工作# 已成为检察

院司法警察工作必须重视的问题%

笔者认为# 必须在完善机制$规

范流程$落实责任制的基础上 #认真

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熟悉情况%司法警察在接受

提押任务后#应主动向办案检察官了

解案情及被提押人的有关情况#如性

别$年龄$文化程度$职务$社会背景$

犯罪性质$家庭情况$有无疾病$异常

心理% 对于处于羁押状态的被提押

人#提押前也可向羁押场所干警了解

被提押人的思想状况#分析被提押人

提押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必

要时可向法警负责人和分管检察长

汇报后改变或完善方案#以确保提押

任务的顺利完成%

二是选择好提押方式%提押距离较

近的大都选择警车押送#这是目前司法

警察在执行提押任务中适用最广$采用

最多$安全系数最大的一种押解方式%

三是落实安全保障措施%在提押

前#要全面检查警车的安全性 #警车

驾驶员要熟悉行驶路线$行驶速度的

要求%两辆以上警车押解时 #应配备

指挥车#行驶途中除特殊情况外不能

随意停靠% 距离较远的选择飞机$火

车等交通工具押解#最好选择警绳控

制押解对象%选择公用交通工具提押

时要提高警惕#以应对各种可能出现

的突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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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成年人到场应尊重未成年人意愿
!

谭义斌 凌云 王艳

合适成年人到场# 是指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讯问和审判时法定代理人不

能到场或不宜到场 !未成年人与法定

代理人是共犯"# 通知适格成年人在

场# 以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履行

监督$ 沟通$ 抚慰$ 教育等职责的制

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

条和 !人

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

试行
%

" 第

&'#

条作了相应规定%

合适成年人到场是我国一项新生

司法制度# 要使这一制度贯彻到位#

需要对这一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进

行梳理# 查找其中的缺陷与不足% 从

司法实践看# 在尊重未成年人的自主

选择权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 不

经未成年人同意直接选定合适成年

人# 不仅容易引起未成年人反感# 还

会造成沟通不畅%

笔者认为# 适用合适成年人到场

制度时# 应充分尊重未成年人的自主

选择权%

是否选择合适成年人要尊重未成

年人意愿# 目前# 选择权通常由办案

单位享有# 在是否通知以及通知谁的

问题上# 涉罪未成年人本人基本上没

有发言权 % 为了实现制度设置的初

衷# 笔者认为应当在讯问前听取涉罪

未成年人的意见# 充分尊重其意愿#

在一般情况下应按其意志为其通知合

适成年人到场& 在未成年人明确表示

不愿有人到场时# 办案人员应当与未

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商议# 帮助分

析到场或者不到场的利弊% 如果未成

年人仍不愿有合适成年人到场# 则应

尊重其意愿# 并将此情况记录在案#

由该未成年人和两名以上办案人员在

讯问笔录上签名或捺印%

选择谁要尊重未成年人意愿# 办

案人员应当引导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值

得信任 $ 能带给他关心和帮助的人

选# 通知这样的成年人到场# 更有助

于消除未成年人的恐惧$ 紧张心理%

同时也应当听取法定代理人的意见#

选择法定代理人信得过的人充当合适

成年人% 这样既可以避免合适成年人

的选任过分集中在一些特定人身上#

也能防止某些合适成年人过于频繁地

服务于同一个办案单位# 与办案单位

'熟人化(# 从而影响该制度作用的发

挥%

更换合适成年人要尊重未成年

人意愿#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设置的

根本目的在于讯问时保护未成年人的

诉讼权利# 对其加以教育$ 感化% 若

未成年人对为其选择的合适成年人失

去信任# 将无法达到此目的% 因此#

尊重未成年人的选择# 也应当包括尊

重其调换合适成年人的选择% 如果未

成年人开始同意某个合适成年人到

场# 但在讯问的过程中 # 或者在下

次讯问时 # 不再信任到场的合适成

年人而要求更换时 # 办案单位应当

尊重未成年人的意愿为其更换 # 但

应限制更换次数%

未成年人意思表示与该合适成年

人不一致时应以有利于未成年人为

准 # 涉罪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均

有一定的诉讼行为能力 # 可以自己

进行相关诉讼行为 # 合适成年人到

场制度仅为其行为能力不足时的补

充% 但实践中难免会发生未成年人与

合适成年人意思上的冲突# 如是否申

请回避等% 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

对此种情况作出说明% 笔者认为# 当

涉罪未成年人与合适成年人意思表示

不一致时# 应当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

化的角度出发# 以最有利于涉罪未成

年人的意思表示为准 # 并将相关情

况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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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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近前#景莉才发现并不

是车着了#人也没事%是大货车司

机们冻得实在受不了#把汽车备

胎点着了取暖%一个备胎几千元#

不到万不得已谁舍得点%景莉看

到最前面这堆火跳动着#慢慢地

让寒冷逼熄下去#而围着它的司

机们仍在浑身颤抖#回头招呼许

月把我们车上的备胎也拿过来%

火#又渐渐大起来#长长的

火舌努力舔着寒冷的夜空#想把

本应有的温暖尽情向外扩散#但

寒冷实在太强大太坚硬了#它借

着一点风仅仅狞笑了一下#便把

火舌努力撕开的那条温暖缝隙

闭合上了%火的热量被强行装进

寒冷的牢笼里#即使你把手放到

火舌上#也感觉不到热的存在%

已是下半夜了#景莉悄悄躲

到一边# 试着拨一琳的电话%还

好# 可能是打电话的人少了#这

回她抢上了信道%'一琳#到哪儿

了) 再不回来# 莉姐都快冻死

了*(没待一琳答话#信号又中断

了#景莉判断#她们应该在路上%

放下电话#一琳更加焦急起

来#她瞅着文静谨慎小心的样子#

说#我开一会儿#你歇一歇*

去时# 一路上还算顺利#清

雪车过后#又飘了一层细密的薄

雪#不是那种压到路上很滑的鹅

毛大雪片#所以车轮碾压上去#有

了涩滞感觉#比原来好走一些%一

琳庆幸着#到了服务区和这里的

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找到他们临

时负责人%负责人说他们没有一

琳要的这些东西%看到一琳失望

的表情#又说这段路天傍黑时就

堵上了#今晚要是不把他们救援

出来#怕真是要冻死人呢*末了#

他才告诉一琳#高速大队有一个

交通勤务室设在服务区#他们或

许可能有这些救援设备%

'一定有的 # 快带我们去

吧*(文静和严阔已经急不可待%

负责人又有些为难# 说#交

警的人都没在这儿#上西段了%

'我知道# 要不怎么厅指让

我们来救援呢*( 一琳觉得关键

时候这个负责人怎么有点娘娘

腔%她一时又不好发作#只能好

言相劝赔着笑脸让他领到高速

大队的勤务室门前%

'我想# 我们可以找个螺丝

刀什么的把门打开%( 一琳回头

瞅瞅文静严阔推一下门把手#门

是向里开的%

'哎#不可不可*(负责人急忙

摆手制止#'我们和他们是两个单

位#他们在这是租我们的房子#他

们人不在怎么好++(没等他的

娘娘腔拖出最后尾音# 一旁的文

静和严阔互相递个眼色# 一人飞

起一脚#咣咣两声已把门踹开%

屋地上#汽油喷灯$电瓶和

联线赫然出现在眼前*一琳简直

心花怒放#悄悄向她俩伸伸大拇

指#很仗义地拍拍傻愣愣站在那

的负责人说,'嗨#哥们儿#太谢

谢你了#真的有#还是三套呢#非

常时期# 我们不得不这么做#你

跟高速大队的人说#我们天下交

警是一家#不得已为之#事后一

定前来答谢#再说这是替他们干

活#他们该谢我们才对*(

负责人一个劲地摇头叹息#

白瞎这门锁了# 警察真是的#男

警察也就算了#这几个女警怎么

也这么虎%

一琳几个人迅速把电瓶喷

灯装上车#又向负责人要了一个

塑料桶#装满汽油#负责人尽职

尽责地提醒她们注意防火%临上

车时#文静突然拽一琳说#一琳

姐#喷灯你会用吗)

一琳反应过来#又一脸堆笑

地冲负责人说,'哥们儿#帮人帮

到底# 教教我们怎么用汽油喷

灯#你知道#我们城区中队是用

不上这玩意的*(

负责人无奈地笑了一下#很

有耐心地拿起一只喷灯说,'打

开这装油# 打开这# 再这儿#点

火%(喷灯噗地一声着了#紧紧着

呼呼的燃旺#'拧这#关了%(

'太谢谢你了# 哥们儿*(一

琳再次拍拍他的肩膀#想起什么

似的说#'忘了告诉你#一会儿救

援出来的人车会很多#你这儿可

能是重要的接待站和周转站#你

可提前做好点准备#热水#饭菜

什么的#还有住宿%(

'住宿住不下时可以让他们

往前去你们柳城市里#但我这油

可能不多了#这几天大雪#运油

很困难#又集中在我这加*(负责

人也感到问题的严峻#说话有点

急迫起来%

'那你就控制着加#限量#让

他们加够到柳城的就行# 好了#

再次感谢*再见*(一琳用力握握

负责人的手#想这娘娘腔也没什

么不好#关键时候虽然让人急得

火上房#但有耐心#脾气好不烦

人#反倒还有点让人喜欢%

车向回慢慢爬行时#一琳拿

手机试着拨许大队的号# 果真拨

通了%她方才不是忘了#而是根本

没时间#再说离堵车现场这么远#

那里信道拥堵不可能影响到这%

'一琳 # 你们那里怎么样

了)( 电话里传来许大马棒焦急

的喊声#'怎么才跟我联系)(

'许大++许大队# 不光交

通堵#通讯也堵了#我现在回服

务区拿喷灯等救援设备# 挺好#

弄了三套#现在往回返了#救援

应该能够成功#估计今晚怎么也

能把他们救出来*告诉你一声让

你放心*(

关于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

分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公安局!

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发生的暴力

恐怖案件表现形式呈现多样化#且均与

宗教极端犯罪活动有直接关系#对国家

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为依法

惩治暴力恐怖$ 宗教极端犯罪活动#有

效防止暴力恐怖案件的发生#根据!刑

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现就办理暴

力恐怖$宗教极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

若干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 正确把握办理案件的基

本原则

-一.坚持严格依法办案%坚持以事

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全面审查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动机$主观目

的$客观行为和危害后果#正确把握罪

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的界

限%严格依照法定程序 #及时 $全面收

集$固定证据%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

全$ 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重特大$敏

感案件#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

制约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做到既准

确$及时固定证据$查明事实#又讲求办

案效率%

-二.坚持宽严相济$区别对待%对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处理#要结合主

观恶性大小$行为危害程度以及在案件

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切实做到区别对

待%对组织$策划$实施暴力恐怖$宗教

极端违法犯罪活动的首要分子$骨干成

员$罪行重大者#以及曾因实施暴力恐

怖$ 宗教极端违法犯罪活动受到行政$

刑事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又实施暴

力恐怖$宗教极端犯罪活动的#依法从

重处罚%对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

处罚情节的#依法从宽处罚%对情节较

轻$危害不大$未造成严重后果#且认罪

悔罪的初犯$偶犯#受裹胁蒙蔽参与犯

罪$在犯罪中作用较小#以及其他犯罪

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依法

免予刑事处罚%

-三.坚持执行宗教$民族政策%要

严格区分宗教极端违法犯罪与正常宗

教活动的区别#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宗

教$民族政策#保护正常宗教活动#维护

民族团结#严禁歧视信教群众和少数民

族群众#严禁干涉公民信仰宗教和不信

仰宗教的自由#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的人格尊严$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

二$准确认定案件性质

-一.为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

全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组织$

纠集他人#策划$实施下列行为之一#造

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

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的#以

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定罪处罚,

(

$发起$建立恐怖活动组织或者以

从事恐怖活动为目的的训练营地#进行

恐怖活动体能$技能训练的&

!

$为组建恐怖活动组织$发展组织

成员或者组织$策划$实施恐怖活动#宣

扬$散布$传播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思想

的&

)

$在恐怖活动组织成立以后#利用

宗教极端$ 暴力恐怖思想控制组织成

员#指挥组织成员进行恐怖活动的&

&

$ 对特定或者不特定的目标进行

爆炸$放火$杀人$伤害$绑架$劫持$恐

吓$投放危险物质及其他暴力活动的&

*

$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枪支$弹

药$爆炸物的&

+

$设计$制造$散发$邮寄$销售$展

示含有暴力恐怖思想内容的标识$标志

物$旗帜$徽章$服饰$器物$纪念品的&

"

$参与制定行动计划$准备作案工

具等活动的%

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同

时实施杀人$放火$爆炸$非法制造爆炸

物$绑架$抢劫等犯罪的#以组织$领导$

参加恐怖组织罪和故意杀人罪$ 放火

罪 $爆炸罪 $非法制造爆炸物罪 $绑架

罪$抢劫罪等数罪并罚%

-二. 参加或者纠集他人参加恐怖

活动组织的# 或者为参加恐怖活动组

织$接受其训练#出境或者组织$策划$

煽动$拉拢他人出境#或者在境内跨区

域活动#进行犯罪准备行为的#以参加

恐怖组织罪定罪处罚%

-三.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煽动分裂

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以煽动分裂国

家罪定罪处罚,

(

$组织$纠集他人#宣扬$散布$传

播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思想的&

!

$出版$印刷$复制$发行载有宣扬

宗教极端$ 暴力恐怖思想内容的图书$

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或者制作$

印刷$复制载有宣扬宗教极端$暴力恐

怖思想内容的传单 $图片 $标语 $报纸

的&

)

$通过建立 $开办 $经营 $管理网

站$网页$论坛$电子邮件$博客$微博$

即时通讯工具 $群组 $聊天室 $网络硬

盘$网络电话$手机应用软件及其他网

络应用服务#或者利用手机$移动存储

介质$电子阅读器等登载$张贴$复制$

发送$播放$演示载有宗教极端$暴力恐

怖思想内容的图书$文稿$图片$音频$

视频$ 音像制品及相关网址# 宣扬$散

布$传播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思想的&

&

$制作$编译$编撰$编辑$汇编或

者从境外组织$机构$个人$网站直接获

取载有宣扬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思想内

容的图书$文稿$图片$音像制品等#供

他人阅读$观看$收听 $出版 $印刷 $复

制$发行$传播的&

*

$设计$制造$散发$邮寄$销售$展

示含有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思想内容的

标识$标志物$旗帜$徽章$服饰$器物$

纪念品的&

+

$以其他方式宣扬宗教极端$暴力

恐怖思想的%

实施上述行为# 煽动民族仇恨$民

族歧视#情节严重的#以煽动民族仇恨$

民族歧视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煽动分

裂国家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

处罚%

-四. 明知是恐怖活动组织或者实

施恐怖活动人员而为其提供经费#或者

提供器材$设备$交通工具$武器装备等

物质条件#或者提供场所以及其他物质

便利的#以资助恐怖活动罪定罪处罚%

通过收取宗教课税募捐#为暴力恐

怖$ 宗教极端犯罪活动筹集经费的#以

相应犯罪的共同犯罪定罪处罚&构成资

助恐怖活动罪的#以资助恐怖活动罪定

罪处罚%

-五. 编造以发生爆炸威胁$ 生化

威胁$放射威胁$劫持航空器威胁$重大

灾情$重大疫情等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

事件为内容的虚假恐怖信息#或者明知

是虚假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 散布#严

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以编造$故意传播

虚假恐怖信息罪定罪处罚%

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

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

织$指使他人在信息网络上散布#造成

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同时构成寻衅滋事

罪和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六. 明知图书$ 文稿$ 图片$ 音

像制品$ 移动存储介质$ 电子阅读器

中载有利用宗教极端$ 暴力恐怖思想

煽动分裂国家$ 破坏国家统一或者煽

动民族仇恨$ 民族歧视的内容# 而提

供仓储$ 邮寄$ 投递$ 运输$ 传输及

其他服务的# 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或者

煽动民族仇恨$ 民族歧视罪的共同犯

罪定罪处罚%

虽不明知图书$ 文稿$ 图片$ 音

像制品$ 移动存储介质$ 电子阅读器

中载有利用宗教极端$ 暴力恐怖思想

煽动分裂国家$ 破坏国家统一或者煽

动民族仇恨$ 民族歧视的内容# 但出

于营利或其他目的 # 违反国家规定 #

予以出版$ 印刷$ 复制$ 发行$ 传播

或者提供仓储 $ 邮寄 $ 投递 $ 运输 $

传输等服务的# 按照其行为所触犯的

具体罪名定罪处罚%

-七. 网站$ 网页$ 论坛$ 电子邮

件$ 博客$ 微博$ 即时通讯工具$ 群

组 $ 聊天室 $ 网络硬盘 $ 网络电话 $

手机应用软件及其他网络应用服务的

建立$ 开办$ 经营$ 管理者# 明知他

人散布$ 宣扬利用宗教极端$ 暴力恐

怖思想煽动分裂国家$ 破坏国家统一

或者煽动民族仇恨$ 民族歧视的内容#

允许或者放任他人在其网站 $ 网页 $

论坛$ 电子邮件$ 博客$ 微博$ 即时

通讯工具$ 群组$ 聊天室$ 网络硬盘$

网络电话$ 手机应用软件及其他网络

应用服务上发布的# 以煽动分裂国家

罪或者煽动民族仇恨$ 民族歧视罪的

共同犯罪定罪处罚%

-八. 以 '异教徒($ '宗教叛徒(

等为由# 随意殴打$ 追逐$ 拦截$ 辱

骂他人# 扰乱社会秩序# 情节恶劣的#

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行为# 同时又构成故意

伤害罪 $ 妨害公务罪等其他犯罪的 #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九. 传授暴力恐怖或者其他犯罪

技能 $ 经验 # 依法不能认定为组织 $

领导$ 参加恐怖组织罪的# 以传授犯

罪方法罪定罪处罚%

为实现所教唆的犯罪# 教唆者又

传授犯罪方法的# 择一重罪定罪处罚%

-十. 对实施本意见规定行为但不

构成犯罪的# 依照治安管理$ 宗教事

务管理以及互联网$ 印刷$ 出版管理

等法律$ 法规# 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进

行教育$ 训诫# 责令停止活动% 对其

持有的涉案物品依法予以收缴%

三$ 明确认定标准

-一. 对涉案宣传品的内容不作鉴

定# 由公安机关全面审查并逐一标注

或者摘录# 与扣押$ 移交物品清单及

涉案宣传品原件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

审查% 因涉及宗教专门知识或者语言

文字等原因无法自行审查的# 可商请

宗教$ 民族$ 新闻出版等部门提供审

读意见# 经审查后与涉案宣传品原件

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 需要对涉

案宣传品出版$ 印刷$ 制作$ 发行的

合法性进行鉴定的# 由公安机关委托

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出具鉴定意见% 人

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审查作

为证据使用的涉案宣传品的内容%

-二. 对是否 '明知( 的认定# 应

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 # 坚持重证据 #

重调查研究# 以行为人实施的客观行

为为基础# 结合其一贯表现# 具体行

为$ 程度$ 手段$ 事后态度# 以及年

龄$ 认知和受教育程度$ 所从事的职

业等综合判断 % 曾因实施暴力恐怖 $

宗教极端违法犯罪行为受到行政$ 刑

事处罚$ 免予刑事处罚# 或者被责令

改正后又实施的 # 应当认定为明知 %

其他共同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或者其

他知情人供认$ 指证# 行为人不承认

其主观上 '明知(# 但又不能作出合理

解释的# 依据其行为本身和认知程度#

足以认定其确实 '明知 ( 或者应当

'明知( 的# 应当认定为明知%

四$ 明确管辖原则

-一. 对本意见规定的犯罪案件#

一般由犯罪地公安机关管辖#犯罪嫌疑

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也

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

辖% 对案件管辖有争议的#可以由共同

的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 情况特殊

的#上级公安机关可以指定其他公安机

关管辖%跨省$区$市以及涉外案件需要

指定管辖的#由公安部指定管辖%

-二. 上级公安机关指定下级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 需要逮捕犯罪

嫌疑人的# 由侦查该案件的公安机关

提请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 人民

检察院应当依法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

批准逮捕的决定& 需要移送审查起诉

的# 由侦查该案件的公安机关移送同

级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三. 人民检察院对于审查起诉的

案件# 按照 !刑事诉讼法" 的管辖规

定# 认为应当由上级人民检察院或者

同级其他人民检察院起诉的# 应当将

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 同

时通知移送审查起诉的公安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

年
)

月
)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