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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药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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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降价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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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药品都有降价空间"

价格砍掉
"#$

"一点问题都没有#$韦飞燕

代表在回答网友有关药品价格为何高企

话题时说"药企不是不想降价"而是不敢

降"这里有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医院的回

扣是其中之一#一盒抗癌中成药芦笋片出

厂价
%#

多元"医院能卖到
&'#

多元#

!

为知识产权与金融资本结合搭起桥梁

!!!钟春燕代表在回答网友提问时

说"我国应健全知识产权质押信贷制度"根

据专利%商标%著作权的各自特点"分别制

定各自的价值评估指南和操作规范" 细化

评估标准和依据"建立多层次的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体系# 建立全国统一的知识产权

交易市场"制定知识产权交易规则"加快发

展知识产权交易中介机构" 为知识产权与

金融资本结合提供良好的中介服务#

!

努力构建科技成果转化生态体系

!!!杨帆代表在与网友互动时表示"

要将市场%社会%用户的需求作为科研产出

快速实现转化的首要驱动力" 才能全面避

免科研机构!闭门造车$状况#她希望能够

形成全新的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生态体

系"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推动科技创新

发展#

!

应该反思 !应试教育" 贴标签式的

功利性

!!!海波委员在与网友互动时说"从

社会效果来看"教育界的!重点论$做法"扭

曲了原本正常的高考" 催生了与教育目的

背道而驰的!应试教育$并使之愈演愈烈"

破坏了教育界本该有的理性和秩序" 使得

受教育的目的首先不再是为了学习知识和

提升服务社会的能力"而是为了!得地位$

!贴标签$#对此"我们要好好反思#

!

党政机关要带头落实!带薪休假"

!!!李滨生委员在与网友讨论关于

福利保障话题时说"带薪年休假制度既是

一项法定劳动标准"也是一项国民福利制

度#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工带薪休

假权利的落实 # 但从实际情况看 " 目前

中国带薪休年假的实施情况不尽理想 #

各级党政机关要率先垂范 % 带头执法 "

认真落实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为企

事业单位特别是私营企业执行带薪休假

制度作出示范#

!

安全生产也是一种!生产力"

!!!王名委员在微博上表示" 安全生

产不仅关系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也关系到改革发展和

社会的稳定# 安全生产归根到底是要保障

生产经营过程中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安

全生产法治为核心的安全生产体系建设"

是增强全社会安全感%实现经济社会安全

治理的基础工程和关键环节#

海南省检察院检察长贾志鸿做客正义网谈司法规范化建设

用确实充分的证据来保障规范司法行为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

吴平 高鑫# !海南省检察机关将

进一步加大办案力度"继续坚持(老

虎)(苍蝇)一起打"始终保持惩治腐

败高压态势#$

(

月
!

日"海南省检察

院检察长贾志鸿做客正义网% 人民

网联合推出的 !

%#&"

全国两会系列

访谈 $"结合海南省检察工作 "就查

办和预防职务犯罪% 司法规范化建

设% 司法改革试点等问题与网友进

行了交流#

#$%&

年海南省检察机关

也是$蛮拼的%

过去一年" 中央的反腐败决心

和力度空前"高压反腐成为新常态"

许多!老虎$!苍蝇$应声倒下 #回顾

%#&)

年海南省检察机关在贯彻落实

中央反腐败决策部署方面的工作

时" 贾志鸿表示*!这里我想借用习

主席在新年贺词中的一句话来概

括"

%#&)

年海南省检察机关也是蛮

拼的#$

贾志鸿举出一组数字*

%#&)

年

海南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职务犯罪

案件的件数 % 人数在
%#&(

年同比

上升
&(*(+

%

&&$

的基础上又上升

&","$

%

!,!$

# !这是近十年来查办

案件数量最多的一年 #$ 贾志鸿介

绍道#

另外几组数据也体现了海南省

检察机关在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方

面成效显著*

%#&)

年立案查处的大

案占立案总数的
-"$

" 同比上升

%)$

+要案同比上升
.!,-+

+海南检察

机关自行查办案件人数占立案总人

数的
'%,&+

"检察机关自行发现和查

办的一些有影响的大要案" 追缴赃

款同比上升
&-#,!+

#

贾志鸿表示*!海南省检察院在

网络媒体上公布了检察机关查办的

).

起重要职务犯罪案件信息" 社会

各界普遍反映海南惩治腐败决心

大%力度大%成效明显#$

打铁还需自身硬

为进一步深化司法规范化建

设% 促进检察机关严格规范文明司

法"

%#&)

年
&%

月开始" 最高人民检

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为期

一年的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

作#在贾志鸿看来"!这很及时"很有

意义也确有必要#$

贾志鸿认为"近年来"随着检察

机关司法规范化建设的不断推进 "

严格规范文明办案已成为广大检察

人员的共识和自觉行动#同时"必须

清醒地看到" 与民主法治建设和人

民群众期待要求相比" 检察机关司

法办案和检察队伍建设还存在一些

不容忽视的问题"司法不规范%不公

正%不文明的现象还时有发生#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

机关和司法机关" 必须首先要做到

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 严格依照法

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否则"不仅

可能会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 影响

法律正确实施" 还会损害检察机关

的司法公信力" 进而损害人民群众

对法治的信心#$贾志鸿表示#

谈到海南省检察机关的工作部

署"贾志鸿介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

制度改革"对检察机关的司法理念%

司法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因

此" 海南省检察机关强调坚持以司

法办案为中心" 把主要精力放在抓

办案%抓业务工作上"重点放在提高

办案水平%规范司法行为上#

!前不久"我们先后召开了党组

会%检委会会议"专门要求各级院侦

查监督%公诉部门要提高证据意识"

严格证据标准"坚持罪刑法定%疑罪

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制度"通过严

把批捕%起诉关"及时把案件的证据

标准和要求传导到办案一线" 从侦

查源头上提高案件证据的证明力 "

用确实% 充分的证据来保障规范司

法行为#$贾志鸿说#

贾志鸿还介绍了在规范司法行

为方面海南检察机关案管部门的做

法"!海南省检察院案管处每月对案

件流程监管情况进行通报" 我是每

期必阅"对于出错率高%同一类问题

反复出现的院" 在全省通报批评#$

据了解 "截至
%#&)

年底 "海南全省

各级院案管部门共审核法律文书

-.().

份" 对其中适用法律错误%文

书制作不规范的法律文书" 退回案

件承办人要求限期改正#

贾志鸿说" 坚持常态化的专项

检查和案件评查工作" 能有效地提

升检察机关的办案质量和司法规范

化水平#

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贾志鸿告诉记者"

%#&"

年"海南

省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加大办案力

度"继续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重点

查办领导机关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

的职务犯罪"坚决查办权力集中%资

金密集% 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

案件" 严肃查办生态环境领域职务

犯罪#

对于社会上广泛关注的 !小官

大贪$现象"贾志鸿表示 "检察机关

不仅要加大对群众身边腐败犯罪特

别是!小官大贪 $的惩处力度 "还要

!严厉惩治那些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而围猎干部%主动行贿%情节十分恶

劣的不法商人$#

贾志鸿也强调了结合办案深化

预防宣传和警示教育"从源头上预防

职务犯罪的重要性#他介绍说*!去年

!

月" 海南省检察院联合省发改委%

农业厅共同部署开展抓好涉农项目

职务犯罪专项预防工作# 下一步"我

们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强化工作措

施"对检查中发现的权钱交易%索贿

受贿等腐败线索"将严肃查处%严厉

打击"同时针对发现的问题"剖析原

因"规范管理"推动形成涉农项目监

督管理的长效机制"确保各项支农惠

农政策真正惠及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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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代表团

海南省检察院检察长贾志鸿做客正义网# 人民网联合推出的 !

%#&"

全

国两会系列访谈"$ 本报记者闫昭摄

代表履职用上了H5
孙维是谁,她是西安广播电视台的

主持人"一位认真负责%积极履职的全

国人大代表#

!一年之计在于春# 当代表就要尽

心尽职"不辱使命#$

(

月
!

日上午"孙维

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新媒体时代"玩转!两微一端$成为

代表履职的新技能#今年"孙维利用新

媒体平台推出了
/"

页面形式的两会

建议---&关于建设四大平台更好推进

大学生创业的建议'# 手指轻划手机屏

幕"就可以伴着悠扬乐曲浏览如海报般

精美的图文页面" 轻松转发朋友圈#借

助新媒体形式"两会建议也可以!萌萌

哒$"受到年轻人的欢迎#

孙维在履职过程中"对检察工作较

为关注#!近年来"我和检察机关有过多

次交流" 对于陕西检察机关开展的检务

公开% 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都有了解#

%#&)

年
%

月" 曹建明检察长到陕调研

时"我曾参与座谈#去年
&&

月"还受邀为

首届全国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竞赛做过评

委#新的一年"希望检察机关再接再厉"

切实做到司法为民%维护公平正义#$

!我也订阅了最高检的微信公众

号"每天推送的法治信息很精彩 #用新

媒体做普法宣传和检务公开"网民喜闻

乐见"为最高检官方微信点个赞.$

随着代表们陆续到达会场 " 陕西

代表团将召开全体会议审议全国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现在是审议报告时

间"采访暂停"咱们会后继续 #$孙维笑

着说#

本报记者 张伯晋
0

文 张哲
1

图

图
!"

&孙维代表!左"和刘宽

忍代表!右"讨论审议全国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图
#"

&孙维代表利用新媒体

平台推出
/"

页面形式的

建议%形式新颖$

图
$"

&孙维代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

图
%"

&陕西代表团召开全体

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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