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 !一封收件人为 "驻

所检察官#的信函寄到了陕西省

渭南市临渭区检察院驻看守所

检察室!这封信来自内蒙古自治

区巴彦淖尔市$驻所检察官打开

信!一行行漂亮秀美的字迹映入

眼帘%"亲爱的检察官%请允许我

叫您一声叔叔&是您对我的无私

帮助! 使我感受到了人间真爱$

我现在在家乡开了一家饭馆!合

法经营 !自食其力 !生活得挺好

的 $ 父母再也不像原来那么为

我担心了 $ 以前因为我的无知

和鲁莽!触犯了法律 !给父母和

他人造成了伤害 ! 现在想起非

常后悔'()读着这信 !驻所检

察官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事情还得从今年春节刚刚

过完的一天说起$ 那天上午!临

渭区检察院驻所检察官看见一

名青年在看守所收押大厅门口

来回徘徊!走近一看 !是当天刑

满释放的内蒙人张某!他因被骗

参与传销组织非法拘禁他人被

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见他面有

难色 ! 驻所检察官主动上前询

问 ! 得知张某由于羞于告知家

人!获释时无亲属来接他 !且身

无分文!无法回家 $驻所检察官

立即联系协调看守所!给张某发

放路费和生活费 ! 帮他买好车

票!并准备了充足的干粮和饮用

水!让他当天顺利踏上了回家的

列车$

据了解!为了让更多的刑满

释放人员感受社会的温暖!早日

与家人团聚!临渭区检察院驻所

检察室与看守所共同建立了"阳

光救助)机制$张某是第
!"

名得

到帮助的异地释放人员$ 同时!

临渭区检察院驻所检察室以创

建一级规范化检察室活动为载

体!健全完善各项工作制度十余

项!积极推行约见检察官 *监所

检务公开等制度!方便在押人员

行使控告申诉权!畅通被监管人

及其家属的投诉渠道!维护被监

管人员的合法权益$驻所检察室

还设立法律服务站!与该院女子

公诉组共同建立"帮教工作联系

点)! 与未成年人检察科携手建

立"阳光心理观护基地)!定期组

织活动!积极对女性在押人员和

未成年人进行心理辅导和法制

教育 ! 对观护对象开展心理矫

治!并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

多名被监管人员提供法律援助!

收到良好效果$

"阳光救助机制的建立 !使

更多的刑满释放人员一出狱就

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法律服务

站以及联系点 * 观护基地的设

立!有助于被监管人更好地回归

社会$你们的工作 !积极促成和

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谐!深得民

心&) 临渭区人大代表在视察驻

所检察工作座谈会上感慨道$

!张双林 宋文"

"渭玉高速公路工程征地已

有两年了!村民们到现在还没有

见到国家发放的补偿款!我们要

找领导反映情况(()不久前的

一天早晨!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

政府信访大厅门口围了很多群

众!临渭区检察院门口也聚集了

部分上访群众$

临渭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

戴宏接到控申科通报的情况!立

即赶到区信访大厅接待上访群

众$经询问!上访群众来自该区阳

郭镇老牛坡村$听着村民代表情

绪激动的诉说!戴宏敏锐地意识

到!村干部有侵占征地补偿款的

嫌疑$考虑到被举报人村支书李

某*村委会主任戴某也在现场旁

观!戴宏一边向群众承诺一定会

把事情查清楚!给大家一个满意

的答复!劝群众先回去+一边打电

话向检察长吕晓春汇报!建议迅

速传唤被举报人!以防被举报人

回去串供*毁灭证据$

吕晓春当即同意了这一意

见$随后!戴宏指派赶来会合的干

警! 向混在人群中还没有离去的

李某*戴某出示传唤证!将二人带

到办案工作点! 同时邀请群众代

表一起前往协助调查$ 接到指令

严阵以待的反贪局干警分成
$

个

组迅速出击% 第一组负责询问群

众代表并审查举报材料! 第二组

负责外出调查取证! 第三组负责

与李某*戴某谈话!具体询问国家

征地款的落实情况$ 已提前出发

外出取证的第二组与第一组时刻

保持联系!随时掌握取证方向$

那天的天气格外恶劣!狂风怒

吼! 暴雨如注$ 老牛坡村地处山

区!道路蜿蜒险峻*狭窄泥泞!一

面是深沟险壑!汽车实在走不了!

干警就弃车步行$脚陷在泥坑里!

大家索性将鞋脱掉提在手里!光

脚前行$进村后!部分没有上访的

村民看到冒雨赶来的干警一身泥

浆!信任感油然而生!争先恐后地

向检察官反映情况! 并带着检察

官到被征地块勘察测量$

被征用土地的实际数据拿到

了!补偿款的总账目也查清了$戴

宏听到干警顺利取到关键证据的

消息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在确

凿有力的证据面前!戴某*李某二

人很快承认了他们互相勾结!在

办理村征地补偿时假借亲戚名义

虚报土地面积并共同侵占补偿款

!#

多万元的犯罪事实$此时!距离

戴宏接访群众刚好
!%

个小时$

据了解!老牛坡村村民目前

已拿到了土地补偿款$该案在开

庭审理时!二被告人对自己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两年来! 临渭区检察院将严

查发生在群众身边* 损害群众利

益的涉农惠农领域职务犯罪作为

工作的重中之重! 对农民群众身

边的"硕鼠)以"零容忍)的态度重

拳出击$截至目前!该院已查办涉

农惠农领域职务犯罪案件
%$

件

$&

人!为国家和群众挽回损失
!'#

余万元! 赢得人民群众的普遍赞

誉$ !雷毛莉 倪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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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坚持”打造过硬检察队伍
!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检察院检察长 吕晓春

!

" #

$

建设过硬检察队伍#是做好

新形势下检察工作的重要基础

和根本保证$近年来 #我院坚持

以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全

面落实中央 %省 %市政法工作和

检察工作的重要部署#紧密结合

我院工作实际 # 紧扣 &六个坚

持'# 推进队伍建设和检察工作

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

坚持政治建检 " 着力增强

队伍政治素质 # 我院始终坚持

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首位 #政

治理论学习不放松 $ 院党组组

织引导全体干警全面系统地学

习党的政治理论和国家方针政

策#学用结合#以学促检#筑牢思

想根基#始终在思想上 %行动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政治

坚定牢靠的检察干警$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提升队伍的政治敏

锐性 # 增强责任意识和使命担

当#以实际行动维护党的形象和

威信$加强党性修养 #通过开展

&恪守检察职业道德% 促进公正

廉洁执法'% 政法干警核心价值

观教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等# 对干警进行理想信念%

宗旨意识%廉洁执法教育 #增强

其执法为民意识 % 服务大局意

识%公正廉洁意识$

坚持业务立检"争创一流工

作业绩# 我院立足检察职能#主

抓各项检察业务工作 # 推进自

侦%刑事检察 %诉讼监督等工作

整体上水平 $今年以来 #我院共

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
!(

件

%)

人#批捕各类刑事案件
%)!

件

$"&

人%起诉
%%$

件
$)&

人$我院

反贪%反渎部门开展 &聚力反腐

专项行动'# 受到上级检察机关

的通报表扬(女子公诉组连续六

年到区看守所#对
!'#

余名女在

押人员进行帮教(未检科联合相

关部门成立了&阳光心理观护基

地'# 邀请心理咨询师对
"

名涉

罪未成年人进行心理干预#收到

良好效果$各业务部门之间相互

配合#通力协作#加强同法院%公

安% 司法等单位的联系协作#不

断提高法律监督工作的质效和

水平$

同时#我院以专业化%职业化

为方向#大力加强业务能力建设#

通过观摩庭%业务知识测试%法律

文书展评% 参加各类业务比赛和

培训%科室专题学习%外出学习等

形式# 不断提高维护公平正义的

水平$ 我院还与上海检察官学院

分院建立了长期培训机制# 截至

目前已有
(

人参加了培训$

坚持清廉保检"确保队伍清

正$干部清廉$司法清明#坚持对

干警的廉洁从检教育常抓不懈$

组织学习上级各项规定#通过反

面案例进行警示教育#促使干警

在思想深处强化拒腐防变和廉

洁从检意识# 用廉政准则教育%

保护和约束干警的行为 $ 开展

&改进作风提素质# 强化监督促

公正'纪律作风教育整顿活动和

职业道德岗位职责纪律作风大

整顿再排查活动 # 经过学习教

育%自查自纠%整改提高%总结验

收等环节#制定并坚决执行 )关

于违反改进工作作风有关规定

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和 )关于严

明工作纪律改进工作作风十项

规定*# 达到端正思想% 改进作

风%提高效率的目标 $靠机制约

束#加强督察#确保令行禁止$我

院同科室负责人签订了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书#同每名干警签订

了八小时以外承诺书 # 检务督

察%办公%后勤中心等部门随时

检查干警遵守上下班纪律%八小

时以外规定 %检容检貌 %车辆管

理%禁酒令%财务管理%清廉过节

等规定的落实情况$ 今年以来#

我院已随机检查
'#

余次# 发现

问题#立即通报#及时纠正#并跟

踪督促整改#确保各项廉洁从检

的规定落到实处 $ 坚持公开公

示$ 我院设置了干警去向牌#在

岗 %开会 %出差 %请假均显示在

内#一目了然$

坚持文化育检"营造健康向

上的检察文化氛围#我院设置检

察文化墙#将名言警句 %文化展

板%干警才艺作品等集中展示在

办公楼墙面# 扮靓了机关环境(

加强爱岗敬业%职业道德和孝道

文化教育#通过演讲赛 %讨论会

等形式#以先进为榜样#学先进#

赶先进#创造优秀检察业绩的氛

围日益浓厚 #同时深化 &百善孝

为先'活动 #大力弘扬中华民族

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开

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举办运

动会%读书会%艺术作品展评%党

员义工服务%文明交通志愿者服

务等活动#强健体魄#陶冶性情#

树立形象#不断提升队伍的文化

品位和素养$

坚持人才兴检"为工作发展

提供智力支撑#我院积极争取和

加强同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为

队伍不断补充新鲜血液$近
)

年

来# 先后有
!'

名干警通过公务

员招考% 政法干警定向培养%公

开遴选等形式进入我院工作#被

充实到相关部门#在各个岗位上

逐步锻炼成长#为队伍注入了活

力和动力$ 坚持从优待检方针#

通过协调各方为干警解决职级

待遇%为干警父母及退休干部送

生日蛋糕 %组织体检 %优化工作

环境等形式#从各方面关心关爱

干警#为干警安心工作排除后顾

之忧#极大地调动了干警工作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

坚持科技强检"不断提高工

作效能和规范化水平#检察工作

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科技的强有

力支撑#我院先后为干警配备了

电脑%打印机%复印机%扫描仪 %

碎纸机%装订机 %多媒体示证系

统等设备#院视频会议%监控%音

响等系统#

*+,

显示屏均已安装

到位并投入使用$各部门已逐步

运用检察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办

理案件#并适时邀请信息化人才

对干警进行面对面指导和培训#

及时解决技术问题#保证各项设

备正常运行和各项工作有序开

展#有效提升工作效率和规范化

水平$

队伍建设是检察工作的一

项重要且永久性课题#我院将立

足检察职能# 结合临渭实际#突

出本院特色#不断探索创新队伍

建设的机制和方法#努力推进和

实现检察工作科学健康发展$

鉴于被告人王某案发后积

极向被害人赔偿损失并取得被

害人家属谅解 !近日 !陕西省渭

南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

处王某有期徒刑十年$这起交通

事故案件终于得到妥善的处理$

%#!$

年
'

月
%"

日! 王某驾

驶轿车行驶至渭南市临渭区崇

凝镇花庙村附近时!将前方同向

骑自行车的段某撞倒并碾压致

死!然后驾车逃逸$今年
$

月!公

安机关以王某涉嫌交通肇事罪

将此案移送临渭区检察院审查

起诉$ 办案检察官阅卷时发现!

与王某同车乘坐的证人李某在

证言中提到"王某在事发后多次

倒车又前进)$简单的一句话!让

办案检察官敏锐地意识到案情

并不简单,,,如果这一情节属

实!王某有可能涉嫌故意杀人犯

罪$

公诉科经 过 反 复 研 究 该

案 ! 认为如果按交通肇事罪起

诉!就有可能放纵了犯罪 !应进

一步补充证据 !寻求案件真相 $

办案检察官向分管副检察长汇

报案情后 ! 主动联系公安机关

侦查人员 ! 了解案发当日现场

情况 $不久 !该院将案件退回公

安机关补充侦查 $ 办案检察官

随后会同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先

后
$

次到案发现场附近的村镇

走访 !寻找更多的目击证人 $通

过反复询问多名目击证人和对

事故车辆多次勘查分析 ! 最终

确定王某撞倒被害人后有反复

碾压行为 ! 遂将案件定性为故

意杀人案 ! 并改变管辖移送渭

南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 在确凿

的证据和大量的证人证言面

前!被告人王某在法庭上承认 %

为了摆脱车底下的被害人 !尽

快逃离事故现场 ! 两次开车前

进与后退 ! 最终导致被害人伤

势过重死亡$

多年来!临渭区检察院公诉

干警牢固树立"漏罪漏犯就是失

职!定性不准就是错案 !监督不

力就是责任心缺失!证据不牢就

是质量不高 )的办案观念 !从多

发常见的小案抓起!坚持每周举

办一次办案心得交流会 ! 研讨

-检察日报. 等媒体报道的典型

案件*办案心得!讨论辨析疑难*

有争议 *新型案件 !开阔干警视

野/同时 !公诉科要求办案干警

将证据审查和庭前准备工作做

到精细化%眼到*心到 *手到 *腿

到*口到 $每年该科通过认真审

查 ! 纠正侦查机关案件定性近

!#

件 !追诉漏罪七八起 *漏犯
"

人!起诉的案件均获得法院的支

持$

深厚扎实的基本功!提升和

彰显了公诉人执法办案的素质

和能力 $近两年来 !临渭区检察

院多名公诉人在渭南市首届公

诉人与律师法庭论辩对抗赛中

包揽一二三等奖!并有
"

人次先

后在该市公诉人大赛中被评为

"十佳公诉人)!

$

人次先后当选

陕西省"优秀公诉人)$该科女子

公诉组被陕西省妇联评为首批

"妇女儿童维权岗)$

!宋文 张建仓"

今年
)

月! 陕西省渭南市临

渭区某高中即将参加高考的考生

陈某与赵某等学生! 因打篮球争

抢场地发生冲突!赵某纠集张某*

车某等人在校门口附近堵截!殴

打陈某及其表哥程某! 致程某头

部*手部多处受伤$公安机关以涉

嫌寻衅滋事罪对赵某*张某*车某

立案侦查!

$

人在高考结束后先

后投案自首$归案后!公安机关多

次主持当事人双方和解! 但双方

因互相怄气*互不相让!致使和解

协议无法达成$

办案检察官通过检察与公

安机关共同建立的信息预警通

报平台! 提前获悉相关案情$此

案一提请临渭区检察院审查批

捕! 侦检科随即指派干警走访
$

人的老师!了解到
$

人在校表现

良好 ! 特别是车某学习成绩优

异!涉案只是一时冲动 $为了更

好地教育挽救
$

名犯罪嫌疑人!

并让他们能够顺利填报高考志

愿 ! 办案检察官根据掌握的情

况!主动联系公安机关 *被害人

家属和学校老师!积极进行司法

调解!最终双方达成和解 $在犯

罪嫌疑人家属积极赔偿被害人

医疗费并真诚赔礼道歉后!该院

依法对
$

人作出不批捕决定$后

来!车某以
'%$

分的成绩被某重

点大学录取$

据了解!临渭区检察院为避

免审查批捕时限短对和解的限

制!与公安机关共同建立了司法

信息预警通报平台 !凡有 "调而

不解)的案件 !由公安机关提前

告知相关情况!便于检察干警提

前掌握案情!判断是否适用和解

以及双方和解不成的症结所在!

使和解时间"前移)!大大提高了

和解的成功率$

据悉 !近两年来 !临渭区检

察院共受理提请批捕轻微刑事

案件
%)"

件
$%'

人!占受案总数

的
%%-&!

! 在以无逮捕必要不予

批准逮捕的
()

件
"$

人中!经捕

前和解以无逮捕必要不予批准

逮捕案件
!%

件
!"

人!有效化解

了矛盾!减少了社会对抗和不和

谐因素$ !李全文 廉洁"

细微处!更显公诉过硬本领

,-

小时!

查实村干部侵占土地征用款案

信息通报平台!提高司法和解成功率 %阳光救助&!让刑释人员顺利回家

!

检察长做客渭南

广播电台#现场回答听众

提问 张博俊
&

摄

"

与群众促膝交谈

了解生产生活情况

蒲亚丽
&

摄

#

干警在街头开展

检察宣传

牛憬
&

摄

$

与区团委%妇联%

教育局共同探讨失足青

少年帮教工作

梁建盈
&

摄

%

干警深入田间地

头与乡村干部共谋产业

发展 杨清忠
&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