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议基层人大普遍使用电子表决器
目前全国人大!地方省级人大都用电子表决

器"也出现了反对票!弃权票"引起被表决部门高

度重视"有力推动了工作#但是在市!县!乡人大

审议表决时还多用举手等表决方式"不利于代表

行使权力"少有反对票$建议修改相关法律"要求

在各级人大表决决议时都推行电子表决器或无

记名投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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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人民监督

锐
视
角

"

邱 时

【大数据读懂最高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

月
"#

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图为会议开始前曹建明检察长

翻看手中的报告!吸引了周围的目光" 本报记者程丁摄

微表达

最高检报告案例体现为民司法理念
最高检报告中专门提到%温岭杀医案&"我

曾参与过该事件的后续处理工作$这一案件能

被最高检作为典型案例公布出来"具有特殊重

要意义$ 今年报告公布的案例比以往都多"能

看到%为民司法&的理念$希望检察机关继续加

大对涉医犯罪的依法惩处力度"有效保障正常

医疗秩序和医护人员合法权益$

浙江省台州恩泽医疗中心
$

集团
%

主任#农工党浙江省台州市主委陈海啸代表

建议国家积极鼓励养老产业发展
建议国家在发展养老福利事业的同时"充

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打破

行业界限"开放社会养老服务市场"引导和支

持社会力量发展养老产业"兴办各种养老服务

设施"以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要支持

养老服务企业发展"拓宽筹资渠道"落实优惠

政策
!

制定产业管理标准等$

广东正域投资集团总裁#电白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副经理崔真基代表

浙江省绍兴市委书记钱建民代表

跨行政区审判改革应接受基层人大监督
在跨行政区域审判改革中"建议重视基层

人大监督作用的发挥$跨行政区域审判是一种

改革尝试"但往往削弱了基层人大!基层人大

代表对审判工作的监督$在一定意义上"基层

的人大监督代表了广大基层群众的意见建议"

十分重要$建议在改革中考虑基层代表!基层

人大如何监督的问题$

北京市柳沈律师事务所所长杨梧代表

建议设立国家知识产权高级法院
应该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成立知识产

权法院的基础上"成立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高

级法院$因知识产权纠纷技术含量高"需要全

国统一审判标准'设立跨行政区的知识产权高

级法院有利于避免产生地方保护主义等$建议

设立过程中"将专利复审委员会确立为准司法

机构$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农业资源资产评估服务中心主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玉红代表

$本报记者郑赫南文
&

图%

【2015两会最高检
工作报告请你来审阅】

最关注

做好检察工作的“加减法”

!加 强 对 生

态环境的司法保

护"!加大惩治贿

赂犯罪力度 "!加

强未成年人检察

工作 "!加强社区

矫正法律监督"!加强对诉

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大力

加强过硬队伍建设" ##

"

月
#$

日$ 曹建明检察长在

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时$ 多处用到了 !加强"

!加大" 等词语$ 语气恳切

而又铿锵有力 $ 让人感受

到首席大检察官对做好检

察工作的坚定态度和坚强

信心%

细 读 这 些 ! 加 大 "

!加强" 的内容$ 不难看出

一年来的检察工作做了许

多很有分量的 !加法"$ 而

做这些 !加法 " 的目的 $

归结起来 $ 可以用 !三个

强化" 来概括 & 强化法律

监督' 强化自身监督 ' 强

化队伍建设 $ 这也是贯穿

多年来检察工作的一条主

线$ 其终极目标就是把检

察工作做得更好%

同样是为做好检察工

作$ 一年来 $ 检察机关也

做了不少 !减法"% !慎重

使用强制措施 $ 慎重查封

扣押冻结涉案财物"$ 把对

企业的影响减到最小$维护

企业正常秩序(!最高人民

检察院与各省级检察院全

面联通远程视频接访系

统"$ 将最高检与基层院的

!距离"减到最小$方便群众

就地反映诉求(!对涉嫌犯

罪但无社会危险性的$决定

不批捕
%&$'(

人"$ 将矛盾

对抗减到最小$最大限度增

进社会和谐%

!加法"与!减法"$目标

一致$ 进一步做好 !加减

法"$相信明年此时$检察工

作会有更好的成绩单%

【扒一扒首席大检
察官和代表委员的“聊
天记录”】

严防冤假错案，检察机关责无旁贷

"

本报记者 谢文英 杨柳

$')*

年的检察工作中! 密

集的错案平反引人注目"

坚决排除非法证据! 引导

侦查抓获真凶的王玉雷案 #一

盯
+

年!命案疑犯终获自由的徐

辉案#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

年

后还其清白的王本余案$$检

察官察微析疑%抽丝剥茧 ! 让

蒙冤之人洗脱冤屈! 感受到公

平正义"

&把严防冤假错案作为必

须坚守的底线'! 最高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中的这一表述 !

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

委员口中的热词( 如何构建防

范冤假错案长效机制! 传递了

代表委员们对检察工作的期盼

与关注)

排除非法证据 杜绝

&带病' 起诉

从平反的冤假错案看! 几

乎都是证据出了问题" 刑讯逼

供一直被认为是造成冤假错案

的罪魁祸首"

$')'

年
&

月 ! 两高三部专

门出台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

*即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

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和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

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两个证

据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

则' 被寄予杜绝刑讯逼供的期

待! 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

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人大

法律委员会委员周光权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说! 现在
,(-

的

冤假错案是刑讯逼供造成的 )

因此! 预防冤假错案! 检察机

关一定要把好侦查监督和审查

起诉关口 ! 坚决排除非法证

据! 杜绝 &带病' 起诉) 发现

侦查机关有刑讯逼供行为! 检

察机关要及时把线索移送渎检

部门)

全国检察机关
$')*

年 &对

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

的 ! 督促撤案
)+(+"

件 # 对滥

用强制措施% 违法取证% 刑讯

逼供等侦查活动违法情形! 提

出纠正意见
&*,*,

件次 # 对不

构成犯罪和证据不足的! 决定

不 批 捕
))(&&"

人 % 不 起 诉

$"$(,

人 ! 其中因排除非法证

据不批捕
*'(

人 % 不起诉
),%

人') 周光权在最高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上圈画出这组数

据) 他说! 这些数字不仅显示

检察机关确立了坚守严防冤假

错案底线的理念! 而且已经付

诸行动)

盯紧每一个诉讼环节

努力构建良性互动的检律

关系

&不符合批捕条件的不能

捕 ! 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不起

诉 ! 不符合定罪条件的不定

罪! 检察机关一定要按照司法

原则和法律规定办案)' 全国

政协委员% 北京市检察院副检

察长甄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严防冤假错案! 检察机关

有责任盯紧每一道诉讼环节 !

防止存疑案件流入下一环节)

对于执行阶段还在申诉的

当事人 ! 甄贞说 ! 绝不能忽

视) 张氏叔侄案之所以得以纠

正! 就是因为检察官张飚注意

到申诉信件) 甄贞说! 高度重

视控申材料的来源! 重视对已

判决案件的复查! 是避免和纠

正冤假错案的很重要的因素)

在防止冤假错案过程中 !

最高检越来越重视发挥律师作

用) 全国人大代表% 湖南秦希

燕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秦希燕

注意到! 今年最高检工作报告

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 用一个

段落的篇幅强调要努力构建良

性互动检律关系)

秦希燕说- &辩护律师维

护的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 !

是防止冤假错案的重要力量 )

去年以来! 最高法% 最高检分

别出台了与律师建立良性互动

关系的文件! 最高检出台保障

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 规范解

决律师会见难% 阅卷难% 调查

取证难等问题! 对保障律师执

业权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敢于监督 防止党政

领导干部违法干预案件

建立长效的冤假错案防范

机制! 必须杜绝党政领导对案

件的违法干预 ) 全国人大代

表%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委书

记侯凤岐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说! 有些冤假错案! 检察机关

在侦查监督和审查起诉阶段发

现了问题! 案件承办人和检察

院有关领导也认为不该起诉 !

但是在受到外界干预后! 没有

坚持原则! 最后出现错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

提出 &领导干部干预将被追

责' &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

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

就是要保证检察院和法院排除

各种干扰! 依法独立办案! 用

法律和事实说话! 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

侯凤岐说! 健全领导干部

干预的追责机制! 首先! 要实

施 &留痕' 公开通报) 领导干

部干预司法活动% 插手具体案

件不仅要记录在案! 还要在第

一时间向社会公开通报! 对记

录不及时% 不准确或隐瞒真相

的有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 其

次! 要把领导干部是否违法干

预司法活动% 插手具体案件纳

入政绩考核范围! 作为考察干

部的重要依据) 同时! 对领导

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 插手

具体案件造成影响的! 给予党

纪政纪处分! 情节严重的要追

究法律责任) 三是要全面推进

司法公开) 加强审判流程% 裁

判文书% 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

建设! 构建开放% 动态% 透明

的阳光司法机制! 净化领导干

部干预司法的空间)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 &一

次不公正的审判! 其恶果甚至

超过十次犯罪) 因为犯罪虽是

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

流! 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

律...好比污染了水源)'从这

个意义上说!纠防冤假错案!正

是对之前不公正审判的 &正本

清源')侯凤岐说!坚守严防冤

假错案底线! 检察机关责无旁

贷)他相信!随着依法治国的深

化!冤假错案会越来越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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