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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
走进检察院

近日!山东省东营市检察

院组织邀请东营市黄河口晚

刊的
!"

余名 "小记者 #!到东

营区检察院进行普法培训$通

过参观学习!"小记者%们不仅

了解了基本的法律知识!还学

会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增强

了学法&用法的自觉性$

本报记者唐琳 通讯员

曲宣摄

卧室庭审
!

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胡 静

#

月
$

日下午
%

点! 在浙江

省永嘉县江北街道徐某女儿家!

永嘉县检察院"县法院的几位检

察官和法官正准备对一起失火

案开庭#

因摔伤刚做完手术卧床休养

的八旬老太徐某! 想起身和大家

打招呼!检察官忙过去扶着她说$

%我们上门开庭!就是要为您提供

方便!您就躺在床上回答就行#&

去年
%

月
&"

日! 徐某到一

山场割草!发现自家田里杂草较

多就顺手点燃了 ' 由于天气干

燥! 火势迅速蔓延造成火灾!过

火林地达
!'($

亩' 更不幸的是!

同村高龄老人戴某当日在附近

山上放羊!避之不及!葬身火海'

案发后!徐某主动向永嘉县

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投案!并与

戴某的家属达成民事调解协议!

共赔偿被害人家属
#(%

万元'

检察官认为!徐某过失造成

森林火灾 !致人死亡 !应以失火

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她犯罪时已

逾
)*

周岁!又系过失犯罪!应从

轻处罚'

%为方便老人诉讼! 检察官

和法官上门审案!真是用心良苦

啊'&旁听的村民议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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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读

帮忙运毒不当事 糊涂司机触刑律
的哥帮毒贩运送毒品给下家!

被公安民警抓获后竟称自己不知道

这也是犯罪'近日!因涉嫌运输毒品

罪! 谭春华被湖南省攸县检察院批

准逮捕'

谭春华今年
!)

岁!在攸县已经开

了
#

年出租车! 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

了陈某(已批捕)'两人渐渐熟络后!

谭春华得知陈某不仅吸毒而且贩毒'

一次! 有吸毒人员联系陈某购

买毒品! 让陈某把毒品带到攸县酒

埠江镇'陈某没空!便联系谭春华帮

自己把毒品送过去!并答应给他
&""

元路费' 谭春华认为自己只是受托

帮忙 %带货 &!算不了大事 !就答应

了'

!"&#

年
$

月中旬! 谭春华先从陈

某处拿到冰毒! 存好购毒人的电话

后!开车到酒埠江!选择偏僻处进行

交易!再回县城将毒资转交给陈某'

据统计! 谭春华共帮陈某带过

'

次毒品给购毒人员! 收到好处费

约
'""

元'今年
!

月
!)

日 !谭春华

去陈某住处拿毒品时被公安民警抓

获' '王牧野(

只因五元车费 三次殴打司机
乘车途中因

*

元车费与司机

发生口角 ! 竟罔顾行车安全三次

暴力殴打司机 ' 近日 ! 福建省福

清市检察院对陈孙平以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诉'

!"&#

年
&!

月
!

日! 陈孙平乘

坐明某驾驶的客车从福州市前往

福清市高山镇' 客车途经
%"*

省道

福清市龙江街道安民村路段时 !

陈孙平因拒绝补缴
*

元车费与明

某发生口角 ' 明某担心影响行车

安全! 遂放慢车速准备靠边停车!

不料 ! 陈孙平突然用拳头打了明

某的脸 ! 明某只好紧急刹车 ' 陈

孙平逼迫明某把车开到公安局或

市政府评理 ! 明某见无法正常驾

驶 ! 便调转方向准备将车开到水

南汽车站处理纠纷 ' 行驶途中 !

陈孙平再次挥拳打向明某腹部 !

车辆再度被逼停 ! 二人扭打在一

起 ' 乘客将二人劝开后 ! 明某继

续驾驶车辆 ! 行至一处红绿灯路

口时 ! 陈孙平竟拿起用于卸轮胎

的铁棍敲了一下明某的头 ! 满脸

是血的明某忍痛及时刹停车辆 !

才没有酿成大祸 ' 经同车乘客报

警! 陈孙平被当场抓获'

'余琦(

一树二卖引纠纷 朋友帮忙打伤人
为多赚

!""

元钱! 一棵杨树被

卖给两个买家!竟导致一场纠纷'近

日! 山东省泗水县检察院以寻衅滋

事罪对犯罪嫌疑人李小光批准逮

捕'

!"&#

年
&"

月! 泗水县农民张

某把自家种了十多年的一棵大杨树

以
%'""

元的价格卖给了孔某 ' 还

没等孔某前来挖树! 另一人陈某也

看上了这棵树' 发现 %商机& 后!

张某灵机一动! 加价
!""

元! 又将

这棵树卖给了陈某' 当天晚上! 陈

某就来挖树并装运走了' 两天后!

孔某发现这棵树没了踪影! 便找到

张某 %讨个说法&! 却被后者告知$

%做生意嘛! 谁给的钱多! 俺就卖

给谁'& 这话把孔某惹急了! 他认

为陈某抢了自己的生意! 便在当晚

约其在村头饭馆见面' 等陈某赶到

时! 孔某和几个朋友已喝得酩酊大

醉! 双方开始争吵后! 孔某的朋友

李小光对陈某拳打脚踢! 致其身体

多处受伤'

'曹阳(

人为制造假伤情 聪明反被聪明误
为构成轻伤追究对方的刑事责

任并获得赔偿! 竟伙同他人制造假

伤情' 近日! 王长江" 李立群" 田

广军因涉嫌诬告陷害罪被河北省乐

亭县检察院提起公诉'

!"&#

年
$

月 ! 乐亭县马头营

镇的王长江因生活琐事与陆某发生

口角并被打伤' 王长江为让伤情构

成轻伤! 追究陆某的刑事责任并获

得附带民事赔偿! 与李立群一起来

到田广军经营的诊所' 李立群向田

广军说明情况后! 由田广军将王长

江的伤口 %延长 & 至
$

公分 ' 随

后! 王长江要求乐亭县公安局法医

对其伤情进行鉴定' 经鉴定! 王长

江创口形态由单一棍棒类不能形

成! 创口应存在二次受伤' 乐亭县

公安局展开调查核实! 经讯问! 王

长江对制造假伤情的事实供认不

讳'

'周宝明 兰金莹(

租
车
私
配
钥
匙

两
次
盗
走
汽
车

利用租赁车辆的机会! 私配该车

钥匙! 先后两次将车辆盗走' 近日!

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检察院提起

公诉! 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梁国

强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 并处罚金

%

万元'

!"&#

年
+

月中旬! 家住自流井区荣边镇的无业男

子梁国强!从梁某处租来一辆小汽车!并偷偷配了一把

车钥匙'同年
$

月
&%

日
!%

时许!梁国强来到汇东新区

汇东路西段一小区临街店面外停车点!用事先私配的车

钥匙将该车盗走!藏在贡井区筱溪街一偏僻处'两天后!

梁某通过
,-.

定位将被盗车辆找回并报警'

$

月
!&

日凌晨
%

时许! 梁国强再次用私配的车钥

匙将该车盗走并藏匿'当天!梁某通过
,-.

定位找到车

辆藏匿地点并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将正在车上睡觉的

梁国强抓获'经鉴定!被盗汽车价值
&!

万余元'

'吴明远 李平(

【集宁铁路运输检察院】

首次批捕一起利用网络盗窃案
本报讯%记者其其格 范德银 通讯员郭文志$ 近日!内蒙古

自治区锡林浩特铁路公安处向集宁铁路运输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一

起利用网络实施的盗窃案!该院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今年
!

月
#

日和
!

月
)

日!张某两次在同事宿舍内!乘人不备!用自己的手机登

录博彩网站! 输入事先知道的同事银行账号和手机后四位号码给自

己的账户充值!待同事手机收到交易验证码后!再把验证码输入自己

的手机网站账户!盗刷同事银行卡内
)"""

元" 该案是集宁铁路运输

检察院建院以来受理的第一起利用网络实施的盗窃犯罪案件"

【江西省检察院】

对两类犯罪开展专项立案监督
本报讯"记者欧阳晶 通讯员蔡秀珍$ 江西省检察院在今年初

联合省环保厅# 省高级法院和省公安厅下发关于加强环境保护 $两

法衔接% 配合工作意见的基础上! 于近日又出台了开展破坏环境资

源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方案" 该院将联合省

环保厅# 省森林公安局和省食药监督管理局开展调研! 准确把握新

情况# 新特点! 加强对各地办理此类案件的指导力度! 同时加强协

作配合! 依托即将投入试运行的江西省 $两法衔接% 平台实现信息

互通和共享"

【平顶山市新华区检察院】

常态化联席机制预防农村职务犯罪
本报讯"通讯员王战龙 杨文闯$ 近日!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

区检察院干警从几起典型的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例入手! 对辖

区
%"""

多名新任农村基层干部进行$远离职务犯罪做好官%的专项

培训"为推进预防成效!该院预防局还邀请区纪委#区委党校#民政等

部门!形成常态化联席机制!针对城乡结合部的辖区#新农村社区#村

委会及村组农村干部!进行$远离职务犯罪做好官%分批#分时轮流培

训!并固定联席预防联络员!定期向检察院通报相关情况"

【宁波市镇海区检察院】

侦防一体化推进同步预防
本报讯"记者屠春技$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检察院发挥侦防一

体化作用!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同步推进!今年以来已接待辖区

城管局
#

名工作人员投案自首" 在查处行业性职务犯罪窝串案的同

时!该院自侦部门联合预防科及时走访发案单位!指派预防讲师团成

员给发案单位全体干部上警示教育课"预防科结合实际情况!在发案

单位现场演示有关工作的网上审批流程! 指导查找审批流程管理漏

洞!提出对制度漏洞的防范意见!在此基础上制发检察建议#召开案

例剖析会#完善相关制度!真正实现制度化预防"

【韩城市检察院】

查摆自身问题严格规范司法
本报讯"通讯员张锋涛 高向林$ 自今年

%

月以来!陕西省韩

城市检察院干警深入辖区企事业单位及镇村!向广大群众$问诊%自

身存在的不规范司法行为"该院重点围绕职务犯罪侦查#侦查监督等

+

个方面司法不规范问题!广泛向群众收集意见和建议!真正把$病

症%找准查清!现场$开药方%"针对查找出的
!%

个问题!该院已提出

具体整改措施!以严格规范司法行为!提升检察公信力"

云南昌宁：沉到基层让群众“揭短”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杨健鸿

通讯员杨永祥$ %检察官到乡

镇办案有没有吃拿卡要*有没有

违反程序办案* &云南省昌宁县

检察院的检察官与群众坐在一

起!一边征求意见!一边把发言

认真地记在自己的本子上'

日前!该院检察官到该县

街彝族苗族乡! 就检察机关目

前开展的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

治工作征询干部群众的意见建

议' 在走访中! 群众反映检察

人员没有吃拿卡要+ 违法办案

等情况! 但对个别检察人员在

调查取证中作风粗暴" 语言不

文明等情况还是颇为不满'

像这样沉到基层查找问题!

让群众 %揭短&! 是该院查找不

规范司法行为的措施之一' 该

院检察长李茜介绍! 在深入开

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

中! 他们通过自查" 走访" 座

谈和问询四种方式来查找不规

范司法行为'

在自查中! 该院发现存在

着法律文书和工作文书没严格

按照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生成等

情况' 此外! 该院党组成员分

别走访了公安" 法院" 司法局"

看守所等单位! 并和部分人大

代表" 政协委员" 人民监督员"

特约检察员及走访单位人员进

行座谈! 诚心纳谏'

在该院规范司法行为专项

整治工作办公室! 记者还见到

&!"

多份调查问卷 ! 这是他们

在专项活动中向涉案当事人及

其近亲属和到检察院办事的群

众进行调查的情况! 这些调查

问卷也反映出一些自查工作中

没有发现的问题! 如少数干警

在办案中没有告知当事人诉讼

权利义务! 对律师或代理人提

出的阅卷申请找借口拒绝等'

%我们一定加强规范司法 "

文明司法教育 ! 杜绝粗暴司

法'& 李茜表示! 对群众反映的

问题! 检察院将认真研究! 及

时整改'

架设办公办案快捷高效的“数据桥梁”
南京鼓楼：信息化建设全面提档升级

!

本报记者 崔洁 肖水金

通讯员 雒呈瑞

办公办案移动化" 为民服务

网络化"法律监督可视化,,一直

走在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前列的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检察院!随着

手机%移动检务通&开通!%司法活

动可视化指挥管理系统& 运用!以

及检察外网的全新改版!目前信息

化建设已全面升级到%

!("

版&'

&移动检务通' 打造指

尖上的检察院

%我这个小手机! 就是一个

微型检察院'& 鼓楼区检察院检

察长杨建萍拿着自己的手机向

记者展示说'

在她的手机上!安装了一款

由该院主导研发的办公办案软

件---%移动检务通&'打开这一

软件!界面弹出六个栏目 !分别

是通知公告 "综合管理 "辅助办

案"学习培训 "信息查询和意见

征集'看似并无奇特之处 !但使

用以后!才发现其强大的功能'

!"&%

年南京市区划调整后!

原下关区检察院与鼓楼区检察

院合并!

&'"

余名干警在两处办

公! 给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问题'

%移动检务通&的开发!给管理带

来了很大的便利 '%该软件借助

手机终端 !打破了时间 "空间对

办案"办公"学习培训"交流等工

作的限制!干警可以随时随地接

收院里的通知公告'&杨建萍说'

%移动检务通&带给自侦办案

部门的便利更是开拓性的'最近!

该院反贪局干警袁森彪等二人到

上海取证! 他们利用 %移动检务

通& 辅助办案系统将笔录摄像后

及时传给分管副检察长! 回转信

息要求他们再补充讯问几个问

题'%.移动检务通/辅助办案系统

用半个小时就搞定了以前可能进

行的二次取证问题'&袁森彪说'

&数字检察系统( 实现

音)画)文同步传输

%如果你们起诉高某和朱

某!是以什么罪名*&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准备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来起诉'&

%我们要求以集资诈骗罪来

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案件资金几

乎是零!固定资产都在抵押!想挽

回损失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情况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合适'&

,,

这个鼓楼区检察院控申接

待室的真实接待场景!是通过该

院会议室电视视频看到的!更为

特别的是接待笔录可以同步出

现在视频分频中'

!"&#

年! 鼓楼区检察院研制

开发了 %司法活动可视化指挥管

理系统&!将各自独立的接访室+办

案区+提审室+法庭等通过视频的

方式集中到系统之中!院领导和有

关部门既可以对正在进行的接访+

自侦初查+讯问+庭审等环节进行

了解+监督+指挥!又可以备份待查'

%利用该系统可以将办案环

节中产生的视频+笔录+书证等信

息统一备份到系统平台内'同时!

有关部门可以根据接访情况!对

来访者重要诉求+ 接访中一些重

点细节在录像时进行标记! 方便

检索'&杨建萍说!下一步鼓楼区

检察院将与公安等侦查机关协

商! 将侦查办案场所与该系统连

接起来!方便司法监督'

外网变身为服务平台

去年年底!新改版的鼓楼区

检察院检察外网%亮相&!新网站

设置的栏目并不多!但每个栏目

的设置都体现着检察网站的专

业化特点 !如检务公开 +以案说

法+法律文书+鼓检视频等'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检察服

务中心 &栏目 !其设置了六个子

栏目$案件查询平台 +律师互动

平台+检察长接待预约 +检察长

信箱+举报电话+网上举报!既可

以为诉讼参与各方提供案件最

新办理情况的实时查询!又可以

为律师提供网上申请+网上意见

反馈+网上留言等服务 0不仅方

便为人民群众服务!也方便接受

人民群众的监督'

%新网站在设计之初! 我们

就明确了专业化+服务化制作原

则'要让网民打开网站时 !能明

显感觉到这是检察机关的专业

网站!并能通过网站与我们方便

地互动'&杨建萍说'

*电子检察工作站'进社区

走进鼓楼区天正和鸣社区

办公点 ! 正对门口的一个巨型

%手机&特别引人注目!这不是一

般的电子触摸屏!而是鼓楼区检

察院设立的全市第一家%电子检

察工作站&'

%电子检察工作站& 是与检

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和鼓楼检

察门户网站等平台互动联网!由

鼓楼区检察院统一后台管理的

电子终端' 它承担着检务公开+

互动服务+宣传展示等多项服务

功能' 社区群众通过%电子检察

工作站& 可以接受法治教育!还

可以方便地进行案件查询+预约

检察长接待+向检察机关举报'

据悉 ! 下一步该院还要将

%电子检察工作站&向全区推广'

为让数据的调整流转为办

公办案架起快捷高效的桥梁!该

院还将加快办案数据库的建设!

以便将全院所办案件视频 +笔

录+证据等信息全部录入数据库

中! 方便监督检查时随时调阅!

也方便庭审示证时随时调取'

【长乐市检察院】

出台规定监督制约“一把手”
本报讯%记者张仁平 通讯员陈铸$ 日前!福建省长乐市检察

院制定出台&关于加强对检察长监督的暂行规定'!着力形成多层次#

立体化#网格式的$一把手%监督制约机制"&规定' 明确规定! 凡是

重大决策# 干部任免# 万元以上经费开支# 项目建设等事项均由该

院领导集体研究决定" 实行检察长个人事项报告制度! 建立专门的

廉政档案! 记录检察长的个人信息# 奖惩情况# 配偶子女从业等情

况! 并着重要求凡在办案过程中向检察长说情的! 检察长应如实填

写 &办案说情报告登记表'! 向检委会或党组如实说明情况! 并交

纪检监察部门备案"

近日!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检察院视频接访室与该省&市检察院

和本院派驻基层检察室实现互联互通! 网上接访成为该院解答群众

法律问题&化解矛盾纠纷的主阵地$图为该院检察长亓民带领干警观

摩派驻检察室!并通过网上视频接访系统与网民互动$

本报记者郭树合 通讯员赵帅摄

贵阳“2·27”公交车放火案
一审宣判被告人苏大华死刑

据新华社贵阳
$

月
"#

日电%记者闫起磊$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
&*

日对%

!

1

!)

&贵阳公交车放火案进行一审宣判!被告人苏大华因

犯放火罪被判处死刑'

贵阳中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苏大华目无法纪!无视公共安全!

因个人家庭矛盾而迁怒社会!在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放火!致使

公交车上的
'

名乘客死亡+

%"

余人不同程度受伤! 公交车被完全烧

毁!其主观恶意极大!手段极其残忍!情节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极其严

重!应依法予以严惩'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放火罪判处被告人苏大华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0苏大华故意伤害他人身体!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0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后!苏大华当庭表示不上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