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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的

反腐工作开展得

很好$ 我重点关

注食品安全方面

的问题! 从食品

生产者到经营者

都应有强烈的食

品安全意识 !视

安全为生命 !政

府相关监管部门

也应该做好监管

工作$检察机关!

应对这方面加强

监督$

全国人大代表% 黑龙

江省桦南县梨树乡和平村

农民 孙 斌

建议检察机

关注意打击假冒

伪劣产品方面的

问题$ 我通过调

研发现! 许多打

击假冒伪劣工作

的开展受制于地

方保护主义 !希

望检察机关能够

行使检察监督职

能! 查办假冒伪

劣行为背后的失

职渎职犯罪 !破

除地域保护$

全国人大代表! 安琪

集团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研

发中心主任 姚 鹃

全国人大代表! 湖南

省宁乡县花明楼镇花明楼

社区党支部书记 潘润兰

我建议检察

机关继续做好反

腐倡廉的相关工

作! 同时也要在

保障民生方面加

大工作力度 !比

如对于危害老百

姓日常生活的食

品药品安全犯罪

问题! 检察机关

要和其他机关一

起加大监管和打

击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 贵州

省兴义市布谷鸟民族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法定代表人 王 菁

检察院各方

面的工作都有很

大改进! 为百姓

服务的意识逐渐

增强! 在办案方

面 全 力 保 障 民

生$建议检察机关

关注生态保护$治

理污染需要一个

过程!检察机关要

积极参与进来!充

分发挥检察监督

职能作用$

职务犯罪危害巨大 ! 既要重

视惩治犯罪 ! 又要重视防治 " 预

防作为一个事前防范的行为 ! 可

能比惩罚更重要 ! 能够避免产生

巨大的经济损失 " 预防必须着眼

于建立长效的机制 ! 让预防工作

有章可循 " 内地检察机关预防职

务犯罪的工作方式 # 工作理念都

在不断创新 ! 尤其是开展惩治和

预防职务犯罪年度报告 # 专题报

告工作使防治工作更有针对性 "

它对一个地区职务犯罪发生情况

的分析 # 对发展趋势的预测 # 对

防范对策的建议 ! 显然能够为政

府部门提供一手的 # 鲜活的参考

资料 ! 为当地防止更多的官员发

生职务犯罪提供很好的建议"

评议人 "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

员!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高开贤

代表

%普遍开展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

年度报告&专题报告工作!深入分析

系统性&行业性&区域性职务犯罪的

特点和原因!提出防治对策建议$'

&&&摘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

惩防职务犯罪年度报告专题报告
使惩防职务犯罪工作更有针对性

网络谣言背后有很多不正当的

利益诉求! 比如有一些是企业之间

恶性竞争导致诋毁商誉的行为 !有

一些是勾结公关公司向某人或某些

企业进行要挟敲诈的犯罪行为 "这

些行为会产生三种危害$ 一是扰乱

经济和社会秩序! 二是侵犯公民个

人的名誉权#隐私权!三是污染网上

舆论空间! 导致人们对网络信息难

以进行判断" 检察机关在依法惩治

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环境#维护网络

信息安全方面很 %给力 &!比如公诉

典型案件%秦火火案&!批捕
!"

世纪

网主编等等!表明网络空间不是%法

外之地&!所有人都必须要遵守法律

规定!这也是依法治国的具体体现"

评议人"湖南省长沙市副市长何寄华代表

%依法惩治(伪基站)和利用网络敲诈勒索&诈骗&制造传播谣言&传播淫

秽信息等犯罪!维护网络信息安全#'

)&&摘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依法惩治网络犯罪
净化网络环境维护网络信息安全

据我了解! 目前基层检察院在

硬件上都已得到了比较充足的保

障!办公区#办案区等都初步建成 !

同步录音录像设施也基本上普及到

了县一级的检察院"而且!最高检每

年都对基层检察官分批进行轮流培

训!内容涉及多项检察业务!比如司

法理念的更新# 检察技术的提升等

等"此外!对于我们民族地区的检察

院! 最高检还给创造与东部发达地

区检察院相互交流的机会! 让东部

的检察官带来先进的工作经验 !让

西部的检察官学习更多检察业务知

识"可以说!在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

方面!不仅仅只注重保证 %硬件 &建

设!更重视%软件&建设"

评议人"青海省西宁市回族中学副校长拜秀花代表

%加快实施基层检察院建设规划!统筹推进检察业务&检察队伍&信息科

技&检务保障等建设!促进基层检察院全面发展#'

&&&摘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基层检察院建设规划
不仅重视“硬件”更重视“软件”

检察开放日活动坚持了好多年!

这项活动非常好!能够不断增强社会

对检察工作的了解!也是检察机关与

社会各界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发挥

了畅通民意的作用! 协调检民关系"

相对来说!现阶段群众对检察工作的

了解程度还是有提升空间!很多教育

层次不低的人对检察职能还是了解

得不充分" 建议检察机关扩大联系

面!面向更多社会公众开放!并针对

不同的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开放"同

时!宣传检察职能不能只介绍法律条

文!要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直观教育

作用!通过具体案例办理环节的详细

介绍宣传检察职能!也能起到更好的

普法效果!一举两得"

评议人"安徽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李霞代表

%广泛开展检察开放日&检察长接待日等活动!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和

监督检察工作渠道#'

&&&摘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检察开放日
让更多人参与和监督检察工作

人民是检察工作的力量源泉!自

觉接受人民监督!体现了检察机关的

责任担当!也是推进检察工作不断前

进的重要保证"人民群众监督检察工

作!最根本的就是监督检察职能落实

到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人民

群众的切身利益!这也是人民对于司

法的基本需求" 建议完善相关制度!

使接受人民监督有长效机制 "

!#"$

年检察机关的代表联系工作做得不

错!这就是长效机制的一部分"因为!

接受人大监督就是接受人民监督!对

人大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要时刻倾

听人民呼声!围绕人民关心的重大事

项进行专项调研!用项目的形式实现

人民关切的落地"

评议人"中联重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金富代表

%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不断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我们牢记(检察院)前面

的(人民)二字!坚持把检察权置于人民监督之下#'

&&&摘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人民是检察工作的力量源泉

权力的运行离不开制度的约束"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针对检察权依法

独立公正行使的一项外部监督制约

机制!对于规范检察权运行#提高检

察机关司法水平和质量#增强检察公

信力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认为!人

民监督员对具体办案环节的监督!更

能使群众真正感受到%人民实际上有

权&!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对于

检察机关而言!监督更是支持!人民

监督员的监督!让检察机关可以更理

直气壮地强化法律监督"试点工作从

来没有一帆风顺的!人民监督员制度

推进中遇到的问题!都需要通过进一

步深化改革予以解决"希望这项制度

越来越完善"

评议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张涛代表

%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全面开展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工作!重点监督

查办职务犯罪的立案&羁押&扣押冻结财物&起诉等环节的执法活动#'

&&&摘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
借力外部监督规范检察权运行

代表委员热议最高检工作报告（之二）

全国人大代表% 北京

师范大学附属烟台国际学

校副校长 郝翠娟

检察院非常

注重联系群众 !

就我所在的城市

而言! 检察官经

常过来征询加强

和改进检察工作

的意见建议 #对

群众的意见 !他

们 一 是 态 度 重

视! 二是及时回

复! 还很快落实

到位#

评议人"南京外国语学校教科

室主任朱善萍代表

%组织(坚守职业良知&践行司

法为民 )检察英模巡讲 !由人民群

众评选最喜爱的检察官#'

&&&摘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

群众最喜爱的检察官
让司法为民的好作风“蔚然成风”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 特别

是身边的先进人物 ! 对工作的引

领作用是巨大的 " 英模的事迹或

是坚守基层岗位默默奉献 ! 或是

一心为公身先士卒 ! 都是生动感

人 # 启迪心灵 # 催人奋进的 " 检

察机关组织检察英模开展巡回演

讲 ! 让英模的事迹感动更多人 #

引领更多人 ! 教育培养检察官形

成为民# 务实# 清廉的司法理念"

这种推动工作的方法是很好的 !

让司法为民的好作风 %蔚然成

风&" 开展群众最喜爱的检察官评

选 ! 则是让这种事迹为更多群众

了解 ! 一是传递了检察官维护公

平正义的形象 ! 二是让群众对检

察工作更了解! 从而能理解检察#

支持检察 " 希望检察机关将巡讲

和评选活动坚持下去 ! 选出更多

的 %最美检察官&! 也让最美的事

迹感染更多的人"

冤假错案对当事人及其家属的

伤害是深入骨髓的! 同时也损害了

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机关的形象" 冤

假错案的发生往往就是由于一点疏

忽大意# 一个证据瑕疵导致的" 去

年 ! 检察机关纠正了内蒙古呼格

案! 这种勇于认错# 勇于改错的精

神体现了法治进步" 同时全国检察

机关还开展了规范司法行为的专项

工作! 抓住了要害和重点" 防范冤

假错案 ! 就要从深入研究发生原

因! 查找追究背后的责任开始" 检

察机关纠正和防止冤假错案的举措

和决心! 让我对未来的检察工作更

加充满信心"

坚守严防冤假错案底线
勇于纠错体现法治进步

评议人"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荣禧代表

%把严防冤假错案作为必须坚守的底线#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加大

审查把关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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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姜洪 杨柳

戴佳 张灿灿 靖力文
!

图$

评议人"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

师段祺华委员

%同步介入晋济高速特大燃爆

事故"昆山特大爆炸事故等重特大

安全生产事故调查!查办事故背后

渎职犯罪
%**

人$'

)))摘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

同步介入事故调查
注意同步介入的职能定位

检察机关同步介入事故调查!

近年来日渐成为安全生产事故调

查的常态化做法" 安全生产事故发

生后!检察机关和安监部门 #公安

机关同时介入!有助于加强对事故

背后渎职等职务犯罪的查处!也能

起到督促相关行政执法部门调查

事故的作用" 当然!要注意的一点

是!检察机关不能过度参与事故调

查!职能主要还是定位于监督行政

执法部门的具体执法活动#收集和

受理渎职等职务犯罪的线索#及时

固定证据等!以检察机关的工作推

进事故调查顺利进行!避免行政执

法部门过度依赖检察机关!而使调

查难以顺利进行的现象"

最高检两微一端
主动适应新媒体时代沟通方式

评议人"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

斯市蒙古族中学政教处主任查嘎

岱代表

%最高人民检察院还积极推进

检察新闻发布常态化!全面开通微

博 "微信和新闻客户端 !建立网上

发布厅$'

)))摘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

司法公开不仅要重视公开的

力度 ! 还要注重公开的方式 " 最

高检利用微博 # 微信 # 新闻客户

端等平台来传递检察资讯 ! 充分

体现检察机关在主动积极适应新

媒体时代沟通方式方面作出了巨

大的努力" %两微一端& 在第一时

间内推送检察院查办职务犯罪的

消息 ! 既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知情

权! 也实现了人大代表的监督权"

同时我认为这也是 %谁执法谁普

法 & 的具体实践 ! 是很好的探索

和创新 ! 比如通过动画短片 # 漫

画 # 信息图等生动形象的方式 !

可以让老百姓更加直观地了解检

察职能及工作 ! 了解相关法律和

程序等! 对老百姓有很大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