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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检察院聘请
!"

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和法学教授!作为不起诉

案件听证员!对该院办理的拟不起诉案件进行公开听证#图为裕安区检察院检察官向裕安区鼓楼街道

人大工委负责人颁发聘书$ 本报通讯员刘发玉 费敏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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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
谢新松接受组织调查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

息!经云南省委批准!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谢新松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副总经理
安文华、总会计师贾东接受组织调查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

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副总经理

安文华"总会计师贾东!因涉嫌严重违纪!经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公司党组批准!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贵州严查环境食药领域职务犯罪
本报讯!记者李波 通讯员林建安 王东丽" 从今年

#

月起至
$%!&

年
'$

月! 贵州省检察机关将继续开展破坏

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

活动! 严肃查处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和危害食品药品安

全背后的职务犯罪$对有重大影响%办案阻力大和群众反映

强烈的立案监督线索!贵州省检察院将实行挂牌督办$

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许爱民被免职
据新华社南昌

!

月
"#

日电 !记者胡锦武 余刚 "

记者
!(

日获悉!鉴于许爱民严重违纪!政协江西省第十

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 免去其政协

江西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撤销其政协江西省

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资格$

上海案管：规范，在每个节点上
"

本报记者 郑赫南 林中明

司机杜某在某集装箱堆场

驾驶重型牵引车时!因疏于观察

致使一人被挤压于两车之间当

场死亡" 承办案件的检察官认

为!应以交通肇事罪追究杜某刑

事责任"但案件管理部门审查案

件后认为!肇事地点不属于交通

法意义上的道路!不应以该罪名

追责"经沟通!承办人接受了案

管部门的意见!以过失致人死亡

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最终被法院

采纳"

这是
$%)*

年上海市浦东新

区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开展流

程监控的一个实例!也是上海市

检察机关稳步推进案管工作的

一个缩影"#我们对办案全过程

实行节点监控!对办案质量进行

评查!进一步推进司法规范化建

设"$近日!上海市检察院案管处

处长曹苏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这样说%

司法办案场所实时动

态监控

&从大屏幕可以看到!徐汇区

检察院有
$

个询问室正在使用'

宝山区检察院的控申接待大厅

里!工作人员正在接待来访()$

上海市检察院案管处工作人员刘

定向记者介绍"

走入上海市检察机关&综合

管理信息平台$%下称信息平台&

值班室!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

面墙大小的
+,-

显示屏"&上海

市检察机关案管部门负责对这

个信息平台的日常管理* 维护!

每个院都有专门的信息平台及

管理人员"$ 上海市检察院案管

处副处长金翌昀说"

记者看到 ! 该平台内容丰

富!涵盖了上海市三级检察机关

几乎全部的案件办理情况*统计

信息* 司法场所使用情况等"各

类信息通过数据*文字*视频等

来体现! 数据均可实时生成表

格"

&

$.)*

年 ! 我们着力推进

对司法场所使用的规范管理"$

上海市检察院案管处管理科科

长丁妮告诉记者! 信息平台上

可以实时* 动态显示上海市检

察机关司法办案场所的预约使

用 * 使用时间* 使用人等详尽

信息" 考虑到办案需要! 案管

部门值班员只能看到视频 ! 不

能听到声音" 对于非本院负责

管理的看守所* 监狱等司法办

案场所! 经过与相关部门沟通

协调! 通过驻所检察部门实时

进行视频转换传递"

&对办案场所的实时* 动态

监控! 既是对办案全流程节点

监控的体现! 也是保障办案公

开透明* 规范司法行为* 维护

司法公正的需要"$ 曹苏明说"

通过演示 ! 记者还感受到

信息平台统计功能的强大 " 点

击
$.)*

年上海市检察机关案件

受理总数分类统计饼状图 ! 鼠

标所点位置会弹出一个小对话

框 ! 按照公诉 * 侦监 * 自侦 *

控申* 民行等分别显示当前值*

总数* 占比等数据" 在饼状图

下面! 还可以看到 &

$.)*

年度

侦查监督案件类型统计$ 的柱

状图" 在这个信息平台上 ! 只

要鼠标轻点! 检察官可以迅即

获取全年的检察业务数据汇总*

月度年度数据同比情况等表格"

信息平台的 &综合$! 还体

现在对公务用车* 干警个人执

法工作平台的管理上" 记者看

到! 当值班员点击地图上正在

移动的长宁路的一辆警车时 !

对话框立即弹出该车车牌号 *

车型* 所属检察院* 驾驶人手

机号等信息"

据悉!该信息平台依托于纳

入案管的业务数据!与上海市检

察机关内网紧密相连!发挥了全

面*全程跟踪监控案件流程的同

步监督功能"

依托统一业务应用系

统#补强开发$

肖某等三人运输毒品案!侦

查监督科承办!监控问题+案卡

填写不规范!肖某的前科没有填

写'陈某危险驾驶案!公诉科承

办!监控问题+起诉书文号书写

不规范,,

在上海市闸北区检察院案

管科!记者看到!该院有一个绿

色界面的&案件综合管理及评价

系统%下称系统&$%这一系统作

为闸北区检察院 &综合信息平

台$的子系统!依托于全国检察

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在该院

的运行数据% !下转第二版"

山西省检察院对李建功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贾阳"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

了解到!日前!山西省检察院决定!依法对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十届委

员会原委员*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原党组书记*厅长李建功%正厅级&以

涉嫌受贿罪决定逮捕%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江苏省检察院决定对李强立案侦查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贾阳"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

获悉!日前!江苏省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江苏省连云港市委原书

记李强%正厅级&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

作正在进行中%

广西检察机关对黄德意案移送审查起诉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贾阳"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

了解到!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黄

德意%副厅级&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犯罪一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

院侦查终结!已移送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广西检察机关对孔祥鹏案提起公诉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贾阳"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

获悉!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孔祥鹏 %副厅级&

涉嫌滥用职权* 受贿犯罪一案! 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依法指定管

辖! 日前已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检察院向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

福建：“一把手”负总责一抓到底
本报讯!记者张仁平" 日前!福建省检察院检察长何泽中在部署

全省检察工作时!向该省各级检察院检察长发出动员令!要求把规范

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放在心上!抓在手上!采取有力措施!整改突出

问题!取得实际成效!让群众看到专项整治带来的新变化%

据介绍!该省检察机关着力从四个方面推进规范化建设%一是突

出专项整治促规范!解决司法活动中存在的制度不严密*执行不严肃*

规定不落实等问题'二是抓好案件管理促规范!针对突出问题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三是加强监督制约促规范!做到案件流转到哪里!监督

就延伸到哪里'四是推进检务公开促规范!建立开放*动态*透明*便民

的阳光司法机制!以公开&倒逼$规范司法行为%

为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福建省检察院制定实施方案!要求

&一把手$负总责!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把专项整治工作督导与巡视工

作*业务督办结合起来!对重点问题进行挂牌督办!对重点地区*重点单

位和重点部位开展专项巡视和专项检务督察' 对发现的检察人员违法

违纪举报线索! 坚持快查快处' 对不规范司法问题要及时依法严肃处

理%对涉及领导干部的重大案件!抓住不放!坚决依法查办%

浙江民行部门围绕重点环节做细化
本报讯 !记者范跃红" 超期办案等不严格落实办案程序有关规

定!为追求考评成绩弄虚作假*违规办案,,这些都被列入今年浙江

省检察机关民行检察部门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的重点内容%

近日!浙江省检察院民行处率先制定实施方案!要求该省三级检

察院民行检察部门紧紧围绕司法办案过程中的重点环节!着重整治不

严格落实办案程序有关规定!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为追求考评成绩

弄虚作假*违规办案'司法作风简单粗暴!特权思想*霸道作风严重!对

待当事人和来访群众态度生硬*敷衍塞责*冷硬横推'滥用职权*以权

谋私!违法违规办案或干预个案等四个方面的不规范行为%

实施方案对重点整治内容一一细化!便于对照检查和整改!如在不

严格落实办案程序有关规定方面!包括了超期办案!不能在三个月内审

结已经受理的当事人申请监督案件! 没有合法的中止审查事由以及制

作相应的中止审查决定'调查核实不按规定由二人以上共同进行!或者

不出示人民检察院证件!不依法制作笔录*调取证据材料'案件办结后

不在法定期限内告知当事人结果!抗诉案件超期移送法院等细节%

推进新媒体时代检务公开

湖北探索“互联网+检务”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郭清君 通讯

员辛木" 记者近日从湖北省检

察机关检务公开工作推进会暨

培训班上获悉!该省检察机关将

积极适应国家&互联网
/

$战略部

署!探索构建&互联网
/

检务 $新

模式!充分发挥网络新媒体特别

是移动互联网在检务公开*检察

服务中的优势!提高新媒体时代

检务公开整体效能!积极构建开

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检务

机制%

近年来!湖北省检察院高度

重视发挥新媒体在推进检务公

开*畅通民意沟通渠道方面的积

极作用!推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

的探索实践%在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互联网
/

$ 战略成为热点话

题%湖北省检察院检察长敬大力

提出!检察机关要积极适应国家

&互联网
/

$战略部署 !探索构建

&互联网
/

检务$ 的工作模式!充

分发挥网络媒体特别是移动互联

网在检务公开* 检察服务中的优

势!不断巩固和挖掘&鄂检网阵$

功能!推动形成多层次*立体化*

全覆盖的检务公开网络! 增强信

息发布* 案件信息查询* 在线交

流*法律咨询*诉讼指引*律师接

待等方面的检务公开和便民服务

功能! 提高新媒体时代检务公开

整体效能%

会议期间!围绕探索构建&互

联网
/

检务$新模式!湖北各市州

检察分院* 林区检察院相关人员

展开了讨论%省院联络处*控告申

诉检察处及新闻处相关负责人分

别就加强案件信息公开* 信息发

布及风险防控* 舆情应对等为与

会人员作专题辅导%

深入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

张敬艳：群众心安，我才安心

"

本报记者 王 地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检察

院检察长张敬艳说话语速很快!

但清晰有力%回忆起工作!他几

乎记得每一个细节%

张敬艳刚刚获得首届&守望

正义-..群众最喜爱的检察官$

荣誉称号!当天下午便接受本报

记者专访/采访过程中!他的手

机不时响起!来电的有他救助过

的村民!也有想登门感谢的案件

当事人"

%要把群众的事当事&

张敬艳常说一句话 +&要把

群众的事当事"$ 不管是群众打

电话!还是发短信!他都会一一

放在心上" 一时难以处理的!他

都先记在手机里!办完一个&销

号$一个"

去年!倔强的农民陈某找到

张敬艳反映问题" 因为白天太

忙! 张敬艳就连续
))

个晚上约

他谈"到了第
)$

天!张敬艳按时

在办公室等陈某! 而他却没来"

电话中陈某告诉张敬艳+&张检!

我说不过你! 熬夜也熬不过你!

我得歇歇"$几天后的一个凌晨!

陈某突然发来短信+&张检!我的

案子处理不好!我不想活了"$张

敬艳急忙拨通电话!约他见面"

深更半夜去见一个要走极端

的人!妻子很担心"他没有解释!披

上衣服! 心急火燎地赶往约定地

点"大半夜!寂静清冷的街上!空荡

荡的就张敬艳和陈某两个人!一

直谈到凌晨
*

点多! 陈某的情绪

才慢慢稳定下来! 答应不再有轻

生的念头"望着陈某远去的背影!

那一刻!张敬艳才真正体会到&群

众心安!我才安心$的踏实感"

创新融入工作

张敬艳的大部分时间都交

给了工作!周六周日也几乎都在

单位"这些年来!他带领牡丹区

检察院创新工作方法!在全国率

先成立了&农民工检察维权服务

中心$&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家

属及被害人救助中心$"此外!他

还创立了&公诉三书$&侦防一体

化$等诸多叫得响的机制"

$%)*

年初!张敬艳在该院推

行 &案件告知制度$! 通过制作

0对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告知

书1和0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近

亲属告知书1! 将案件受理后的

诉讼进程*嫌疑人可能承担的法

律后果*办案人员的联系电话以

及廉洁承诺等内容!都书面告知

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和被害

人及其近亲属%

!下转第二版"

以重典让官场与赌博“绝缘”
"

邱 时

日前!贵州省纪委通报了
0

起党员干部参赌涉赌问题$

'天下之倾家者!莫速于赌(天下之败德者!亦莫甚于博$)赌博之风泛

滥!于国于民皆是害$对社会风气而言!赌博是破坏社会安宁的一大祸根!而

对官场风气而言!官员赌博的危害性就更大!许多干部就是从'小赌怡情)到

'欲罢不能)!由此滋生贪污受贿等腐败问题!极大地败坏了党风政风$因此!

必须从反腐败的坚定立场出发!扫除官场赌风!让党员干部与赌博'绝缘)$

事实上!禁止党员干部赌博!党纪国法早有明确规定$但各地相继曝光

的官员赌博案件提醒我们*扫除官场赌风任重道远!必须重典惩治!形成打

击合力$公安机关要依法查处赌博活动!纪检部门要加大对参与赌博党员

干部的处理力度$对于赌博过程中涉及的

行贿受贿等犯罪问题!司法机关要依法查

处$此外!还要充分利用媒体 +举报电话 "

网络等渠道!织密社会监督网 !让党员干

部'不愿赌"不敢赌"不能赌)$

广西：“年度报告”成党委政府决策重要参考
本报讯 !记者邓铁军 通讯

员梁智俊"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

区多名领导对自治区检察院呈报

的0

1%)*

年广西检察机关惩治和

预防职务犯罪综合报告1%下称

'年度报告)&作出批示!认为报告

对当前职务犯罪情况和存在问题

分析透彻! 提出的对策建议具有

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并要

求相关部门加强反腐防腐力度!

切实增强预防工作实效%

据了解! 自
$%)%

年建立年

度报告制度以来!广西各级检察

机关共完成并呈报年度报告

0"$

件%这些年度报告不仅展示

了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职务犯

罪的工作成果!还综合运用量化

分析*图表分析*实证分析*统计

分析等方法直指职务犯罪要害!

并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预

防职务犯罪对策建议!受到了各

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

各界的高度关注%

$%)%

年以来!

共有
$)

位自治区级领导*

(&

位

市级领导 *

*)2

位县级领导对

&年度报告$作出批示%

广西检察机关在完成&年度

报告$的起草呈报工作的同时!更

加注重在成果转化上下功夫!及

时跟踪对策建议落实情况!促进

有关制度的建立健全%

崇左市江州区检察院&年度

报告$ 提出加强预防工作规范

化*制度化的建议后!江州区人

大常委会制定通过了0关于加强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决议 1%钦

州市检察院&年度报告$提出的

加强预防队伍建设的建议获得

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全市两级

检察院全部成立职务犯罪预防

局%贵港市检察院提出预防行贿

犯罪的建议后!该市政府发文要

求在全市政府采购领域推行行

贿犯罪档案查询%自治区检察院

&年度报告$ 提出加强农机购置

补贴领域职务犯罪预防的建议!

得到自治区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在全区开展专项预防工作!农机

系统职务犯罪率明显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