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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全面开通远程视频接访系统
本报讯!记者卢志坚 通讯

员江典键" 近日! 江苏省常州

市信访人刘某因不服法院对其

子犯故意杀人罪的判决及常州

市检察院的刑事复查结论!欲到

省检察院申诉!但他从事个体运

输工作!既没有时间也会影响收

入"江苏省检察院通过视频接访

系统审查并接受了他的申诉"这

样不用舟车劳顿也省钱的便民

举措!刘某十分满意"

为推进涉法涉诉信访改革!

努力将问题解决在基层!真正减

少越级访和重复访!

!"#$

年起江

苏就开始探索远程视频接访 !

!%&'

年全面推进这项工作"针对

远程视频接访系统性强#技术要

求高#资金投入大的特点 !江苏

检察机关坚持三级院统一规划#

统一标准#统一设计#统一实施!

并组织实地验收检查!避免建设

周期长#技术参数不一 #资源浪

费等现象"

现在!江苏省三级检察院全

部建成并开通了远程视频接访

系统!今年以来已使用远程视频

接访系统接访
(#

次! 切实做到

了$让数据多跑路 !让群众少跑

腿%"此外!还使用远程视频接访

系统开展案件讨论
#$%

次!举办

会议培训
$)

次"

在全面推进远程视频接访系

统建设的同时! 江苏省检察院结

合工作实际!制定了&江苏省检察

机关远程视频接访办法' 等相关

工作制度! 明确了视频接访的范

围和启动条件! 并要求接访过程

须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并存储"

三名军级以上干部被查处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据中国军网消息! 军队权威部门今天对

外公布了近期查处军级以上干部重大案件情况信息"

兰州军区联勤部原部长占国桥因涉嫌严重违纪!

!%#'

年
#!

月军

委纪委对其立案调查!

!%#*

年
$

月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湖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占俊因涉嫌严重违纪!

!"&'

年
&!

月军委纪

委对其立案调查!

!"&*

年
$

月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北京军区联勤部原部长董明祥因涉嫌违法犯罪!

!"&*

年
$

月军事

检察机关对其立案侦查"

大赛专用投稿邮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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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研讨检察权独立行使保障机制
本报讯!记者林中明"

'

月
!*

日!来自司法理论界和

实务界的专家学者等!聚集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结合上海

正在开展的检察改革试点!对检察权依法独立行使的保障机

制进行研讨"与会专家对试点过程中探索建立符合司法规律

的基层检察院检察权运行模式#注重保障依法独立行使检察

权与加强管理监督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湖北开展“三农”建设领域专项预防
本报讯!记者郭清君 周泽春 通讯员汪慧" 近日!

湖北省检察院部署开展$三农%建设领域专项预防活动!要

求突出加强国家支农惠农政策补贴#农村土地征用#农村

社会保障# 农民工权益保护等
&"

个方面的职务犯罪及直

接关联的违法犯罪预防工作!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防止和减少涉农职务犯罪的发生"

青海举行遴选检察官专业考试
本报讯!记者李维" 青海省检察院近日根据&青海省检

察机关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等规定!进行了先行

试点院检察官遴选专业考试" 该省检察机关各试点院的
&!)

人参加考试"届时考试成绩将与检察官的业绩考核有机结合!

形成综合评定结果!使高素质检察官脱颖而出!并将他们配置

到检察业务一线"

司法行为规范了 案件质量提高了
重庆永川：完善案件质量管理机制建设促进规范司法

"

本报记者 沈 义

通讯员 黄 进

$案件质量管理机制建设是

司法规范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

规范司法的(好帮手)"%近日!重

庆市永川区检察院案件管理中

心负责人告诉记者!开展规范司

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以来!该院

通过案件收送管理制度#质量评

查和规范化检查机制的建设!找

到了突破口!取得了积极成效"

严把案件$进出口%

谷某等人
$

次到重庆市大

足区盗窃摩托车!被移送到永川

区检察院审查起诉"该院案件管

理中心发现!此案犯罪地和犯罪

嫌疑人住所!户籍"地均不在永

川!不符合收案条件!于是作出

不予受理该案审查起诉的决定"

为规范各类案件的受理#移

送工作!积极增强办案服务意识!

该院案件管理中心制定了 &收送

案管理办法
+

试行
,

'!对案件的收#

受审查# 分流和送案核查等职责

进行统一! 加强案件管理中心统

一案件的$进出口%职责!以促进

司法办案的规范#有序进行"

据该院案管中心工作人员姚

立明介绍!

!%&'

年!案管中心统一

向审判机关#侦查机关#其他检察

机关移送各类案件
&-$$

件!其中!

因承办人送达单位填写错误!案管

中心共退回送案
-

次!及时纠正了

办案部门送案方面的不规范情况"

开展规范化检查

谢某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案

监控问题*承办人$审结案由%填录

不完整!起诉书中认定多个罪名!

但在案卡中只填一个罪名++

永川区检察院通过全国检察

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平台! 对

本院业务部门所办结案件! 从实

体# 程序# 法律文书制作等方

面! 进行案件质量和司法规范化

检查工作" 该院
!%&'

年开展该

项工作
'

次! 在统一业务应用系

统平台上对
.#$

件案件开展检查

工作"

姚立明称!该院案管中心去

年统一受理的审查逮捕案件#审

查起诉案件# 民事行政监督案

件!均依法及时录入案件集中管

理系统平台!以及全国检察机关

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上!并及时分

流至各业务部门! 无一例迟录#

漏录#未分流的情况"

$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会根据

案件的具体情况! 自动提醒承

办人案件是否到期 "% 姚立明

说 " 该院案管中心通过统一业

务应用系统平台! 将网上巡查

发现的司法不规范情况! 及时

形成书面分析报告! 并及时向

各办案部门进行反馈! 以引起

案管收案人员与具体办案人员

的注意"

以评查促整改

为确保发现的问题得到及

时整改!该院探索出以评查促整

改的机制"为此!该院制定了&案

件质量评查办法
+

试行
,

'!对案件

质量评查原则#议事机构#评查

范围#内容及重点!评查方式#方

法# 评查中发现问题案件的整

改!以及责任追究和具体的评查

标准等!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该院案管中心对全院案件

评查做到了全覆盖!其中对案件

较多的刑检部门采取部门自查

与全院评查相结合! 对自侦#民

行#控申#刑事执行检察等部门

则采取逐案评查的方式"

截至目前!该院已完成案件

评查
$

次!共计评查案件
#)(

件!

共发现不规范的问题
!('

处"其

中!有讯问笔录制作不规范#对犯

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相关

权利告知履行不到位等问题"案

管中心将评查情况进行通报!并

书面告知各业务条线提出相关

的整改建议"案件评查得分情况

载入干警的个人司法档案!作为

干警业绩档案内容之一"

$评查办法的出台! 使得案

件质量评查工作规范进行!也使

得办案部门对案件质量标准的

把握有据可依"% 该院有关负责

人说!多种评查途径#多种评查

方式#多种评查类型的$三多%方

式!构建了每月有月报#季度有

评查#年度有总结的三位一体案

件质量保障体系"

被追回的二次补偿款

$下面!我们将检察机关

追回的二次补偿款按顺序发

给你们++%近日 !在黑龙

江省鸡西市梨树区检察院

举行的二次补偿款返还现

场会上!在检察官和区卫生

局领导的监督下! 梨树区新农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将
-/&

万元二次补

偿款返还给农民!

&&

个村的
'%

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虽然钱不多!摊

到每个人身上最多的不到
!%%%

元!最少的
!

元!但我们很感动++%

张大爷捏着失而复得的补偿款动情地说"

!%&'

年
$

月!梨树区检察院接到上访农民反映!区新农合办公室

在报销农民医疗费上存在混乱问题"$这看似是一个小线索!涉及的却

是民生大问题!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该院检察长李炳泰在部署查办该

案时一脸严肃"

梨树区下辖
&&

个自然村!参加新农合的农民
$%%

多人"检察官利

用一周的时间!清查账册!汇总整理
!%%%

余条农民报销的信息!收集各

村农民医疗报销本!对数据进行核对!从中发现了
!%%(

年以来大病二

次补偿款未发放到农民手中的重大疑点"

为查清此款的去向!检察官早出晚归!有计划地走访各村的参合

农民"当时正值春耕季节!为了不耽误生产!检察官或到田间地头!或

在晚上农民收工以后深入农民家中了解情况" 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

共对二次补偿款发放涉及的
&&

个村
!*'

人#账目
&'*

册
$%&

笔!总金

额
./.

万余元进行了调查核实! 查清该区新农合办公室主任孟某利用

职务之便!贪污参合农民的大病补偿款和住院报销款
.

万余元!其中

-/&

万元为二次补偿款"的犯罪事实"后来!孟某被法院以贪污罪判处

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
*

万元"

海南：专项预防确保惠农政策惠及百姓
本报讯 !记者李轩甫 通

讯员林 " 海南省检察院与省

发改委# 省农业厅联合部署涉

农项目职务犯罪专项预防工

作!迄今已过去了
-

个月"这项

旨在促进海南涉农项目资金规

范#安全管理!确保各项强农富

农政策真正惠及百姓的专项预

防工作取得了实在成效"

截至今年
'

月
!!

日!海南

省检察机关在专项预防工作

中! 共开展涉农职务犯罪预防

宣传
*'$

次! 收集涉农项目职

务犯罪线索
*.

件!已立案
&!

件

&)

人, 共督促有关单位追回被

套取# 骗取或不当发放的涉农

资金
&&!

笔#

&'&&

万余元,开展

专项预防调查
&%%

次! 形成涉

农职务犯罪分析报告
&'

份!向

有关单位发出检察建议
&*

份"

海南省检察机关在开展专

项预防过程中 ! 立足检察职

能! 突出打防结合" 文昌市检

察院坚持问题导向! 通过强化

涉农项目资金信息的收集# 整

理# 研判和核实工作! 目前已

收集涉农项目职务犯罪线索
&&

件! 立案
!

件
$

人" 琼海市检

察院广泛收集社情民意! 注重

从群众举报信息中发现和收集

线索" 该院根据群众举报发现

瓜菜大棚# 危房改造# 退耕还

林等涉农项目领域的职务犯罪

线索
)

件"

目前! 该省检察院已会同

发改委# 农业厅等部门! 完成

对
!%&!

年以来的涉农重点项目

集中检查! 发现了涉农项目资

金管理中的一批问题! 并强化

对问题的梳理 # 分析和整改 !

推进涉农项目资金管理的科学

化# 规范化"

浙江：推进制度预防扎紧管权限权围栏
本报讯!记者范跃红 通讯

员钱聪" $深度调查
0

专业评

估
0

流程再造
0

教育同步%! 这是

浙江省湖州市检察院去年推出

的专项深度预防工作新模式"记

者从
'

月
!'

日结束的浙江省检

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座谈

会暨制度预防工作推进会上了

解到!这一模式有望被复制推广

至该省检察机关!其中的$流程再

造%更被认为是制度预防的首创"

据介绍!

!%#$

年至
!%#'

年!

湖州市检察院在该市贸粮系统

查处了一批职务犯罪案件!市贸

粮局在开展$订单粮%收储过程

中!存在贪污#受贿#玩忽职守等

职务犯罪行为!最终导致政府相

应的补贴款落入中间粮商手中!

而实际种植粮食的农户或合作

社却没有享受到政府的补贴!从

而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案件

办理后!办案人员认识到!虽然

已在$订单粮%领域查处了一批

干部!但腐败的土壤---流程并

没有根除"为防止此类案件再度

发生! 该院主动与案发单位联

系!联合组成预防小组!对湖州

市 $订单粮 %采购进行 $流程再

造%! 使订单粮食补贴款直接拨

付到农户和合作社账户!并针对

执行上的问题加强了监督流程!

不仅有效预防了相关系统的职

务犯罪!而且确保了国家惠农政

策得以顺利实施"

据了解 ! 今年浙江省检察

机关将大力推进制度预防 ! 结

合办案! 积极发挥检察机关的

专业优势! 排查窝串案发生的

机会和条件! 提出可操作的防

范意见! 扎紧管权限权的制度

围栏, 查找塌方式腐败背后制

度流程的设计缺陷! 针对性地

推进流程再造! 使制度预防成

为检察机关与案发单位互利共

赢# 协作发展的有效载体 , 查

找新型案件暴露的问题 ! 指向

性地开展预警预测! 提高制度

预防的预见性和前瞻性"

另据了解!

!%#'

年浙江省检

察机关充分运用预防调查#案件剖

析#检察建议有效推动党委政府制

度建设!全年开展侦查阶段重大典

型案件同步预防
!%%

余件!

'%

余

个预防调查#检察建议得到了地方

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专门批示"

'

月
!$

日# 四川省德阳市部分人大代表对绵竹市检察院监所检

察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专题视察# 并深入绵竹市富新镇对社区矫正工

作进行了现场调研$图为人大代表通过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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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诉讼监督成效显著
本报讯!记者郭树合" $围

绕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诉讼活动

中不作为#乱作为#执法不严#司

法不公等问题!共监督立案
&&('

件!追捕追诉
'''&

人,监督撤案

&-&$

件 ! 决定不捕不诉
&.)'$

人"%记者日前从山东省检察院获

悉!去年以来!该省检察机关全面

强化诉讼监督! 大力开展各类专

项监督活动!取得明显成效"

据介绍!在该省检察机关部

署开展的公安派出所刑事执法

专项监督活动和以刑讯逼供为

重点的专项侦查监督活动中!发

现和纠正降格处理#超职权立案

等问题
.-$

个!纠正适用强制措

施不当#违法取证等问题
)&

个"

集中开展的民行检察案件跟进

监督和行政执法检察监督试点

专项工作! 督促纠正久抗不审#

久审不决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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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监督纠

正行政执法不作为#乱作为案件

).$

件"集中清理久押不决案件!

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督促

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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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此

外!该省检察机关去年共抗诉刑

事案件
!.$

件!法院已改判和发

回重审
!%*

件!对认为确有错误

的民事行政裁判提出抗诉和再

审检察建议
*$*

件 ! 法院已改

判#发回重审#调解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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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办理执行监督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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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依法

督促 #支持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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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对刑罚

执行和监管活动中的违法情形

提出纠正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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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次" 坚持

把强化诉讼监督与严惩司法腐

败有机结合!查办司法人员职务

犯罪
&'-

人"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开展执法检查

提高法律监督针对性和实效性
本报讯!记者肖俊林" 近日!河北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三个执法检

查组!就贯彻落实该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工

作的决议'.下称 %决议&/ 和检察机关规范司法行为情况开展执法检

查"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兰翠参加检查"

检查组分赴石家庄#廊坊#沧州#衡水#邢台#邯郸
)

市!听取了市#县

两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和司法行政部门相关工作汇报!实地查看了被检

查单位的办公和办案场所!详细查阅了被检查单位的规章制度和卷宗材

料!同当地人大代表#律师#当事人#群众进行座谈!全面了解掌握各级政

法机关贯彻落实&决议'中存在的问题!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作用以及

规范司法行为!法院#公安#司法行政部门主动接受检察机关监督等情

况"检查组对被查单位进行随机暗访!听取汇报时现场提问#现场回答!

采用$背靠背%方式召开座谈会"

检查组指出!各级政法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决议'!重视和加强

法律监督工作!以有效的法律监督防止滥用司法权力!遏制司法腐败!

确保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推进法治河北建设作

出贡献"各级检察机关要依法行使职权!既要敢于监督!又要善于监

督!突出监督重点!抓住关键环节!坚持问题导向!提高法律监督工作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做到有错必纠"公安#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要进一

步增强接受法律监督的意识!积极配合监督!主动接受监督"

安徽省委领导调研检察工作时强调

在党委领导下开展司法体制改革
本报讯!记者吴贻伙 通讯员王发松" 近日!安徽省委常委#合

肥市委书记吴存荣在合肥市检察院进行调研时强调! 要全面贯彻中

央#最高检#省委关于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坚持在党

委的领导下开展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改革过程中自身工作职责的履行

不能有影响!确保做到$两不误#两促进%"

安徽省是全国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省份!而合肥市检察院及其所属

的两个基层检察院则是安徽省首批改革试点单位"在认真听取了合肥

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棉关于检察工作以及即将启动的检察改革试点工

作准备情况后!吴存荣指出!改革方案是从真正体现法治国家建设的

宏观思路上提出并长远谋划的!考虑问题#贯彻落实一定要从大局出

发!不能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要认真领会吃透改革方案!层层发动!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谋划要精深精细!保障改革顺利进行"对分流人员

的管理#职业发展规划#晋职晋级等也要做好工作"

吴存荣希望该市检察机关融入改革发展大局!提高平安合肥建设

法治化水平!强化法律监督!大力加强司法规范化建设!维护法律尊

严"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不动摇!敢于担当!主动作为!保持严厉惩

处的尺度不松#高压反腐的态势不变!积极对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提出

意见建议!完善全市的职务犯罪防控体系!标本兼治"

赵志红案将于4月30日二审宣判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

月
"#

日电!记者贾立君 李云

平" 记者
!)

日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获悉! 赵志红

案将于
'

月
$%

日进行二审公开宣判"今年
!

月
.

日!呼和

浩特市中院以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盗窃罪数罪并罚!判

处赵志红死刑!并处罚金
*/$

万元"一审宣判后!赵志红向

法院提出了上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