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是我国粮食主产区!对

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保障作用"

吉林省委省政府及省高级法院#省

检察院都非常重视$三农%问题!国

家财政#省财政投入也较多!积极推

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吸引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发挥农户生产积极性!

从人财物各个方面对$三农%给予支

持"在此背景下!吉林省检察机关注

重查处民生领域的重大职务犯罪!

严查危害$三农%的违法犯罪行为!

确保支农惠农资金安全! 守护国家

粮食安全" 吉林省检察院保障 $三

农% 的工作经验多次受到最高检领

导的批示!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对

吉林省检察机关在保护农业粮食安

全#护航农业产业化方面的努力!我

予以肯定"

评议人!吉林省人大环境与资

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十二届全

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金华代表

!深入开展查办发生在群众身

边"损害群众利益职务犯罪专项工

作#查办社会保障"征地拆迁"扶贫

救灾"教育就业"医疗卫生"$三农%

等民生领域的职务犯罪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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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民生领域职务犯罪
打击涉农犯罪守护国家粮食安全

检察机关

是国家的法律

监督机关#这些

年来法律监督

工作做得越来

越细 ( 越来越

好#特别是加大

了对国有资产

的保护力度#有

效防止了国有

资产流失&

全国人大代表& 青岛

啤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孙明波

全国人大代表& 浙江

华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爱华

检察院很

注意倾听老百姓

的声音# 经常看

到检察院在街头

做法治宣传#很

受群众欢迎&要

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 就要多做普

法宣传# 欢迎检

察机关多来企业

给我们做法治宣

传教育&

检 察 机 关

去年的工作做

得很好&配合国

家反腐的大形

势 # 检察机关

!打老虎( 拍苍

蝇'# 查办了很

多贪官#工作很

有实效&我在手

机上订阅最高

检的微信公众

号#通过它第一

时间就能看到

反腐办案信息&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

族自治区苍梧县六堡镇山

坪村党支部书记 祝雪兰

今年是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

的开局之年#又

恰逢立法法修正

案草案提请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审

议# 老百姓的权

利将得到更好的

保障& 希望检察

机关进一步畅通

老百姓的诉求反

映渠道# 提供更

好的司法保护&

全国人大代表& 民盟

中央委员& 河南省科协主

席 霍金花

代表寄语

版电子信箱!

!"#!"#$%&'()

GUANZHU

关
注

'本报记者郑赫南 张灿灿 张伯晋文图(

!"

本版编辑 刘金林 校对 台英霏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党的十八

届三中(四中全

会以来#各级检

察机关将中央

有关检察工作

的要求落实得

很好&不仅注重

打击贪污受贿

犯罪#对行贿犯

罪也加大了打

击力度&检察机

关加大基层的

法治宣传教育

力度#收效良好&

全国人大代表& 浙江

省奉化市萧王庙街道滕头

村党委书记 傅企平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

梅州市政府健康产业领导

小组常务副组长 林新华

一年来#检

察工作为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

了坚实的司法

保障)检务公开

工作做得非常

突出#获得广大

群众肯定&建议

检察机关更加

重视队伍职业

化建设&

代表委员热议最高检工作报告（之一）

近年来!检察机关对维护金融管

理秩序工作比较主动!主动配合政府

和企业为金融管理和企业融资创造

好的法治环境"温州企业较多!很多

企业想不到的金融方面的风险和问

题! 当地检察机关替他们想到了"温

州检察机关起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犯罪#打击集资诈骗等危害金融管理

秩序的犯罪行为! 做了很多工作"我

认为! 检察机关积极为企业出谋划

策#保驾护航!保护企业合法健康运

行!并对不法企业和个人破坏金融管

理秩序的行为坚决打击!既维护了法

律的严肃性! 又服务了经济发展大

局!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自由安全的金

融环境!成效值得肯定"

评议人!温州晚报雪君工作室主持人郑雪君代表

!依法维护金融管理秩序#起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内幕交易(

保险诈骗等金融犯罪
$$%"&

人#同比上升
'$($)

&'

)**摘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依法起诉集资诈骗等金融犯罪
为企业发展打造自由安全金融环境

评议人!天津市宁河县委书记李树起代表

!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与有关部门共建打击侵权假冒信息平台#

坚决打击侵权行为#起诉侵犯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等犯罪
!*$+

人#同比上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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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为创新经济发展营造良好司法环境

在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上! 全国

检察机关做了大量工作" 天津市检

察机关在促进经济发展上也做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特别是加大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打击侵权#保护创

新!有利于营造好的投资创业环境!

这对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

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如!宁河县拥有

小站稻繁育基地等五个重点企业 !

拥有数十项知识产权" 宁河县检察

院紧紧围绕县经济发展开展司法服

务!为国企#民企提供知识产权方面

的保护#咨询服务!为创新经济发展

营造了良好的司法环境"

国有资产保护问题十分重要 "

一段时间以来 ! 在国企改革过程

中! 一些人为谋取不法利益而损公

肥私 ! 导致国有资产受到严重损

害 " 检察机关在
$,"*

年注重查办

国企经营# 管理# 改革中的职务犯

罪! 对腐败分子依法严肃处理! 既

挽回了国有资产损失! 也维护了国

企及其员工的合法利益" 希望全国

各级检察机关! 特别是基层检察机

关! 在
$,"&

年继续重视这项工作"

办案中! 要注意认真分析涉案单位

改革发展中遇到的法律问题! 正确

把握法律政策界限! 及时与涉案单

位及主管部门沟通! 维护正常生产

工作秩序"

评议人!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灯塔社区主任刘荣喜代表

!查办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改革中的职务犯罪
-"&.

人#保障国有资产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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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国有资产安全
维护了企业和员工合法权益

评议人!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

所党委书记朝克代表

!加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落

实专人办理( 合适成年人到场(犯

罪记录封存等制度# 对
*,$'

名涉

嫌轻微犯罪但有悔罪表现的未成

年人 #决定附条件不起诉 #加强帮

教考察#创造改过自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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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一项造福社会的有益工作

检察机关注重保护青少年的

合法权益" 报告中的数据!说明了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成效"检察机

关对
*,$'

名失足未成年人的帮教

挽救 ! 是对这么多家庭的切实帮

助!是一项造福社会的工作" 我了

解到 !一批富有爱心 #专业性强的

检察人员在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建议检察机关在开展这项工作

中 ! 进一步借助社会力量形成合

力!与共青团 #妇联 #民政部门 #学

校 #社区等联系配合 !探索建立开

展帮教的长效机制"希望检察机关

$,'&

年更重视这项工作 ! 要着力

救助未成年被害人! 对流动儿童#

留守儿童等青少年群体加强法治

宣传教育!加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工作"

远程视频接访减轻了当事人

的诉讼成本及舟车劳顿之苦 ! 顺

畅了诉求表达渠道 ! 是将信访纳

入法治轨道的重要举措 ! 有利于

妥善化解社会矛盾 " 通过远程技

术手段 ! 检察机关拓展了直接面

对人民群众 # 反映群众诉求 # 密

切联系群众的渠道 ! 尤其在释法

说理 # 息诉化解 # 答复反馈 # 回

访等工作中! 让群众真切感受到!

法律服务就在身边 " 对于这种新

的接访形式 ! 我建议制定相应的

登记制度 ! 既方便检察机关查询

和追诉 ! 对举报人或者反映问题

的人也是一种责任警示"

'本报记者张伯晋 郑赫南

张灿灿 王地 谢文英文
!

图(

评议人!天津师范大学校长高

玉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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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推进与基层检察院的全面贯

通#方便群众就地反映诉求&'

***摘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

远程视频接访
运用新技术直接面对群众诉求

评议人!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政协副主席李一飞代表

!深入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依法办理刘汉刘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等重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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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办理刘汉刘维案
法治国家决不允许有“法外之地”

黑社会组织称霸一方# 无法无

天# 作恶多端! 严重危害群众安全

和切身利益! 给社会风气造成很坏

的影响" 去年检察机关深入开展打

黑除恶专项斗争! 打掉了一批涉黑

团伙 ! 给黑社会分子以法律惩处 !

打出了实效# 打出了平安! 震慑了

犯罪分子! 弘扬了社会正气" 同时

深挖严查黑恶势力背后的 $保护

伞 %! 最大限度地清除黑恶势力滋

生蔓延的环境空间! 让人民群众过

上平安稳定的生活" 刘汉刘维等涉

黑团伙的覆灭! 说明了法治国家决

不允许有 $法外之地 %! 凡是与人

民为敌# 侵害人民利益的! 都要一

网打尽" 检察机关在查办刘汉刘维

涉黑案中表现出来的专业素质和应

对急难险重任务的能力! 也让人民

群众信服信任"

评议人! 绍兴文理学院院长叶

飞帆代表

!改变以往主要公开职能职责和

政务信息的做法#重点推进案件信息

公开& 开通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

网# 全面建成全国检察机关统一的案

件信息公开系统#正式运行四大平台*

一是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平台++二

是法律文书公开平台++三是重要

案件信息发布平台++四是辩护与

代理预约申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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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信息公开四大平台
有助于公正司法也是便民举措

$,'*

年!检察机关推进案件信

息公开工作 !具有积极意义 "开通

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建成

全国统一的案件信息公开平台!有

助于督促各级检察机关阳光化运

行#公平公正司法 !也有利于检察

机关接受群众监督 " 通过四大平

台!当事人能及时了解案件办理信

息! 也省却了当事人的很多奔波!

是便民的举措"希望人民检察院案

件信息公开网越办越好"也希望网

上公开的这些信息资源!能分享给

广大群众#研究人员!在日常生活#

普法宣传教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广

泛参考 !并对法治教育 #法学研究

发挥积极作用"

最高检的报告不但有数字! 还

有案例# 名词解释! 好读易懂" 比

如! 对最高检出台的 &关于加强执

法办案活动内部监督防止说情等干

扰的若干规定 ' 的解释 ! 就非常

好" 让大家了解检察机关以零容忍

的态度正风肃纪的决心" 检察机关

办案 ! 以往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 !

大部分检察官能够抵挡得住诱惑和

压力! 但是面对领导说情及其他利

益诱惑 ! 难免有少数人失去防线 "

如今有了这个规定! 办案人员就可

以理直气壮地拒绝一切干扰! 排除

压力! 专心办案" 从这里我们也可

以看出检察机关从严治检! 大力加

强过硬队伍建设的信心和勇气"

评议人!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严诚忠代表

!出台在司法办案活动中防止说情干扰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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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说情干扰规定
让大家了解检察机关正风肃纪的决心

评议人!江苏瑞信律师事务所主任刘玲代表

!制定检察机关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规定#防止超范围扣押(该返还不

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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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
依法规范管理关乎司法公正

涉案财物的查封 #扣押 #冻结 #

保管# 处理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

要工作! 关系到诉讼活动的顺利进

行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 关系

到司法公正和检察机关的司法公信

力"最高检近日出台了&人民检察院

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规定'!对涉

案财物工作提出许多新的要求 "我

觉得这对于解决实践问题# 规范相

关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司法公正与

否! 对老百姓的影响大! 也最受关

注"对涉案财物的查封 #扣押 #冻结

以及管理!一旦不按照法律进行!就

会引起当事人甚至案外人的异议和

反感" 因此必须在实践中将这一规

定执行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