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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多地少! 既要保证粮食生产! 又要发展农业特色产业!

还要考虑到工业化" 城镇化的用地需求! 保护耕地与保障发展! 急

迫而严峻# 为此! 河南检察机关坚持以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

制为抓手! 严厉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 破坏耕地" 非法批准征用"

占用土地等刑事犯罪$

!"#$

年以来! 全省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执法

机关移交刑事案件
##$

人! 查处涉及土地领域的职务犯罪
%$#

人$

其中! 针对
!&#!

年以来部分被鉴定为 %土地遭到严重破坏&

的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后未立案的情况! 郑州市检察院两次召集市公

安局" 国土局" 市政府法制办召开座谈会! 研究问题原因" 督促解

决问题! 推动郑州市政府制定了 '郑州市耕地破坏鉴定办法(! 监

督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

件! 公安机关立案
#$

件
#$

人! 检察机关

批准逮捕
(

件
(

人! 查办涉及国土部门的职务犯罪
)

件
*

人$

保障现代农业发展

为加强涉农企业权益保护!

!"+$

年! 河南省检察院召开全省

检察机关服务企业发展座谈会! 引导全省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

坚持服务工业企业" 农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并重$

!"+)

年! 河南

省检察院与省政府食品安全办公室" 工商" 农业" 食品药品监督等

(

家单位会签 '关于依法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

开展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 监督行政执法机关

移送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假药劣药犯罪
)+'

件
)%+

人! 批

准逮捕
),)

人! 起诉
!))$

人$

与此同时! 河南省检察机关加强涉农企业周边治安环境整治!

严肃查办在项目审批" 环境评估" 产能淘汰" 贷款发放" 土地征

用" 工商管理" 税收征管等环节利用职务便利向企业索贿受贿的职

务犯罪! 加强对企业债务纠纷" 公司清算" 破产等民事案件审理和

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 努力为企业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生产经营环

境! 积极推动河南省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

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郑建民受贿系列窝案串案! 是河南省

检察院立案查处的一起涉及现代农业生产发展的重大案件$ 该案涉

案人员多" 范围广" 影响大! 仅烟草系统证人就有
!""

多人$ 办案

过程中! 办案人员避开烟叶收购季节! 避开年终结算节点! 主动讲

明政策法律界限! 通过省烟草专卖局纪检部门集中传唤证人! 在尽

可能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影响的同时! 最大限度地保护烟农的

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并根据查案中发现的问题! 发出检察建议! 促

进完善制度" 加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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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检察院】

部署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
本报讯!记者倪建军 通讯员刘卫红" 日前!陕西省检察院召

开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大会!部署贯彻落实中央"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工作座谈会和省委"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该院检察

长胡太平指出!省院机关作为全省检察系统的领导机关!要把思想和

认识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 特别是要结合检察工作和

检察队伍实际!深刻认识检察机关开展专题教育的重要性!切实增强

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以饱满的热情和高度的自觉性!扎扎实实开展

好"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为全省检察机关作出表率%

“我眼中的规范司法”
有奖征文活动征稿启事
为及时报道各地检察机关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

的创新举措! 形象展示检察机关规范司法的成效! 提高检察公

信力! 本报与浙江振丰亚滤料有限公司等单位举办 %我眼中的

规范司法& 有奖征文活动$

本次活动自即日起启动! 投稿截止日期为
!"+*

年
++

月
!"

日 $ 其间 ! 正义网开通专用邮箱 )

-./.01234567489

* 接收稿

件$ 征文要求以第一人称方式! 讲故事+ 说新闻" 聊感受! 展

示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下检察机关严格司法" 公正司法! 不

断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的创新与实践, 故事典型! 叙述客观! 冷

静观察! 感情真实, 字数在
'&&

字左右$

活动期间! 本报将从征文中选取优秀稿件! 及时刊登在

%我眼中的规范司法& 栏目中$ 活动结束后将进行评奖! 最终

评出一等奖
!

名! 二等奖
*

名! 三等奖
'

名! 优秀奖
!&

名$

一" 二" 三等奖作品将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 优秀奖作品颁发

获奖证书$

检察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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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介入 对接帮扶 案后跟访
山东宁津：三项机制维护智障妇女合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卢金增 通讯

员时立军 刘洪涛" %没有你

们真不知道俺娘还会遭多少罪!

你们是俺家的大恩人 -&

*

月
*

日!母亲节前夕 !山东省宁津县

检察院侦监科检察官薛俊青接

到一个%特殊来电&$

打电话的是薛俊青近期办

理的一起性侵智障妇女案中被

害人的儿子 $ 今年
)

月
%

日上

午!该县长官镇发生一起性侵智

障妇女案 $当天 !办案检察官薛

俊青在接到公安机关的案情通

报后提前介入该案!与公安侦查

人员一起现场勘查" 了解情况!

及时固定证据$案发后
!

小时就

将犯罪嫌疑人赵书森抓获 $%被

害妇女患有精神分裂症和哮喘

症!同村的赵书森趁被害人独自

在家!对被害人实施了侵害$&薛

俊青说!%我们针对此类案件专

门与公安机关建立了提前介入"

协调办案机制!有效防范了证据

缺失"犯罪嫌疑人无法定罪的问

题!增强了打击效果$&

据了解!

!&#)

年以来! 宁津

县检察院办理了多起侵害智障

妇女权益的案件$由于传统观念

影响!很多案件在发案后被害人

家属瞒报或迟报$因证据没有及

时固定!犯罪行为人得不到应有

的惩处!智障妇女的权益也得不

到有效维护$

%为改变这样的被动局面 !

我们由侦监科牵头!联系相关部

门推行了三项机制!加大对智障

妇女权益的保护力度$& 该院副

检察长赵业福向记者介绍了相

关情况$首先 !该院联系公安机

关!建立提前介入机制 !涉及智

障妇女案件从侦查阶段就介入

案件!协助固定证据 !提高侦破

效率和打击该类犯罪的效果,其

次!联系妇联"民政等部门!建立

对接帮扶机制!及时开展关于保

障妇女权益的法律宣传!组建社

会关护网络! 形成社会关注"帮

扶智障妇女的合力 ,最后 !与智

障妇女的家人联系!建立定期交

流机制!检察官通过走访和电话

联系等方式!了解智障妇女的生

活情况!及时开展维权救济等活

动$

%怎样为智障妇女维权也是

我们的一块心病!县检察院的工

作帮我们理清了思路!现在我们

摸清了全县智障妇女的情况!为

下一步改善她们的生活奠定了

基础$& 宁津县妇联主席宋艳敏

说!%我们还根据检察院的建议!

在今年全县两会上!向县政协会

议提交了关于维护智障妇女权

益的提案! 被评为优秀提案!受

到了全县的关注$&

据悉!

!&#)

年以来! 该院已

办理侵害智障妇女案件
*

件
*

人!开展专门的妇女维权法律宣

传
#!

次! 为被害智障妇女提供

法律救济
$

次 $%智障妇女作为

一个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她们

的权益往往得不到保护$我们从

法治角度当好她们维权的.娘家

人/! 有利于推进公平正义的实

现$& 该院检察长李振刚告诉记

者说$

被害人要求
救助嫌疑人

!

本报记者 张仁平

通讯员 陈开艺 王慧蓉

%多亏了检察官和小洪! 我

才能在这里安心就业 ! 学到一

技之长$& 日前! 在福建省南安

市某企业上班的黄某 ! 感激地

对前来回访的该市检察院检察

官说$

!&#$

年
(

月 ! 黄某与同学

小洪 !化名 " 在参加学校晚自

修期间因打闹产生矛盾 ! 黄某

用削铅笔的小刀将小洪划伤 !

经鉴定达到轻伤标准 $

!&#)

年

#&

月! 公安机关以黄某涉嫌故

意伤害罪移送到该院审查起诉$

办案检察官认为黄某主观恶性

不大 ! 社会危害性较小 ! 符合

刑事和解条件 ! 故移交该院

%检调对接& 小组进行调解$

调解中 ! 承办检察官了解

到! 黄某的父亲是残疾人! 母亲

也没有经济收入! 家庭生活非常

困难! 根本没有能力支付被害人

全部经济赔偿$ 而被害人家境也

十分贫寒! 符合刑事救助条件$

于是 ! 该院协助被害人申请到

!&&&

元的刑事救助金$

就在检察官准备向小洪发

放救助金时 ! 小洪却向检察官

提出了一个意外的请求 0 将

!&&&

元的救助金转赠给黄某 $

原来 ! 小洪回学校上课之后发

现 ! 昔日成绩优秀的黄某 ! 如

今竟因为赔偿后交不起学费 !

而不得不辍学打工 ! 他的内心

深感惋惜 $ 小洪说 ! 他早已原

谅了黄某 ! 所以当场表示 ! 将

!&&&

元救助金转赠给黄某作为

学习和生活费用$

不久之后 ! 被该院作出不

起诉决定的黄某重返校园$

河南安阳：“案件管家”提高办案实效
本报讯!记者高传伟 通讯

员侯峰 赵苗苗" %你承办的

高永平贪污案即将到期!请尽快

办理11&近日!河南省安阳市

检察院公诉二处检察官侯慧宇

一打开案件受理平台的电脑!屏

幕跳出一条预警提示信息$案管

中心工作人员张宇介绍!案件管

理平台会对即将到期的案件逐

一发出预警提示信息!提醒办案

人按时+保质办结案件$

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正式上

线运行以来! 安阳市两级检察

机关办理的案件全部实现在网

上受理+网上录入+网上审批+

网上流转+网上公开!并在此基

础上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案件管

理平台$平台包括业务办理+案

件分流+ 结案信息与归档管理

等
(

个功能模块$ 自
!&#)

年
!

月运行以来!案件流转到哪里!

监督的触角就延伸到哪里!检

察官们亲切地称之为 %案件管

家&$

在案管中心! 张宇介绍0

%我正在通过.案件管家/对案

件的'报请指定管辖的请示(进

行文书审核!需要对文书格式+

文书文号+文书引用条款+申请

指定管辖的理由+ 文书日期等

项目逐一进行审核校对! 可以

有效避免出现文书不规范+文

书错误情况! 在确保文书质量

后对文书的审批过程进行全程

监督! 实时监测文书是否是在

系统内生成+审批+用印!极大地

规范和方便了办案$ &

%.案件管家/运行以后!办

起案来感觉效率高多了$ 以前

向省院报请一个案件请示!需

要一天的时间! 现在通过网上

移送!十多分钟就能完成$ &案

件承办人王卷华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检察机关】

“法治兵团检察讲坛”开讲
本报讯!记者杨英华 通讯员王传琼" 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检察机关"法治兵团检察讲坛$第一期讲座正式开讲%兵团检察院检察

长周新军主持了此次讲座%兵团检察院副检察长周平以"全面推进法

治建设!维护新疆和谐稳定$为主题!围绕"我国周边安全形势及对策$

"我国反恐怖主义法治保障$等内容进行了讲解%据悉!兵团检察院还

将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及其他院的优秀业务骨干!面向兵团三级检察干

警开展讲座!每年安排讲座不少于
$

次%

江苏南京:“自选动作”坚持问题导向
本报讯 !记者崔洁 肖水

金" 近日! 记者从江苏省南京

市检察院了解到!该市检察机关

在全力推进最高检重点整治
'

个方面问题的基础上!结合自身

实际! 部署开展了办案工作区+

同步录音录像+涉案款物以及律

师会见接待专项检查等
)

项%自

选动作&$

据了解!自
$

月起!南京市

检察院分别制定了专项检查方

案!明确了检查重点+时间和步

骤!由分管院领导带队!组织警

务+监察等相关部门骨干!对该

市检察机关开展一次拉网式检

查$ 本次专项检查力求做到不

留死角+敢于动真碰硬!坚决杜

绝检查走过场+流于形式!坚决

做到边查边改+立知立改$

目前! 该市检察机关正在

开展同步录音录像专项检查$

该活动由南京市检察院反贪

局 + 监察处 + 案管处共同组

织! 并在全市检察机关抽调干

警组织工作开展$ 主要内容包

括
!&#$

年以来! 南京市检察

机关立案侦查尚未诉讼终结的

职务犯罪案件$

!上接第一版"

新的变化很快出现在机构

设置上$ 市检三分院按照精简+

高效+实用的原则 !在铁检分院

原有内设机构基础上!整合设立

了
#!

个内设机构$ 与其他两个

分院都有
#(

个内设机构相比 !

数量大为减少!却显现出跨行政

区划检察工作职能变化0新设立

知识产权检察处!对上海知识产

权法院办理的知识产权案件进

行法律监督,将原民事行政检察

处分设为民事检察处和行政检

察处!新设的民事检察处主要负

责对跨行政区划重大民商事以

及海事诉讼案件进行法律监督!

新设立的行政检察处主要负责

对同级法院审理的行政诉讼案

件进行法律监督,设立新的反贪

局!对反贪+反渎+职务犯罪预防

职能进行整合,新设立刑事执行

检察处!主要履行监所 +社区检

察职能!负责对刑事执行进行法

律监督, 新设立综合业务处!主

要履行法警+案管+研究+技术职

能,新设立综合办公室 !主要行

使办公室+后勤保障职能$

该院检察长陆建强介绍说!

%探索伊始! 我们就在 .特殊案

件/和.跨行政区划/上 !深入理

解中央.顶层设计/的意义!感到

铁检分院原本就有 .去行政化/

的体制基因 !而且具有 .跨行政

区划/的特征 $为此我们高度关

注铁检基层院办理的跨行政区

划特征的刑事 +民事案件 !从中

探索跨行政区划案件的规律和

特点!为全国跨行政区划检察院

司法体制改革探索创造可复制+

可借鉴的有益经验$&

探路有六大目标

作为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探

索的先行者!市检三分院给自己

设定了六个阶段性目标! 即0明

确一个有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

职能特点的管辖,办理一定量的

跨行政区划的重大民事和刑事

案件, 探索建立一套科学合理+

规范高效+简便易行的跨行政区

划检察工作办案机制,取得一批

跨行政区划的监督阶段性成果,

培养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的适应

办理跨行政区划案件的专门检

察人才,形成一批有关跨行政区

划检察工作的理论研究成果$在

实施过程中将以项目化方式对

各项目标进行细化 +量化 !落实

牵头的负责人! 落实责任部门!

加大推进力度!确保任务完成$

案件管辖的探索是跨行政

区划检察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

探索不断深化 !四个月来 !一个

案件管辖职能的基本框架也逐

步形成 $根据中央的要求 !市检

三分院围绕着跨行政区划要形

成%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

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

审理的新型诉讼格局& 的目标!

目前已经形成多项案件管辖职

能0即海关公安机关侦查的刑事

案件,民航+水运+城市轨道交通

专业公安机关侦查的可能判处

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或者有重大

影响的刑事案件 , 涉及铁路企

业 + 海关 + 民航 + 水运 + 轨道

交通系统及有跨行政区划特征

的重大职务犯罪案件 , 上海海

事法院审理 + 执行的海事诉讼

监督案件 , 对市第三中级法院

审理的行政诉讼案件+跨地区重

大民商事诉讼案件!市知识产权

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类诉讼案

件!实施法律监督,对 %跨地区 &

%重大影响& 的危害食品药品安

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案件实施

法律监督等$

今年
$

月
#,

日! 该院向上

海市检察院提请第一起民事抗

诉案件!是一起发生在安徽合肥

的跨行政区划检察监督案件$申

请人!原告 "罗本生驾驶出租车

过铁路无人道口时与一辆火车

机车相撞!造成出租车上包括驾

驶员罗本生在内
#

死
)

伤$法院

以机车在行驶至道口前
)&

米处

已采取了制动措施!最终机车停

止于
#)&&

米! 认为罗本生过道

口未停车望或减速!系造成该

事故的唯一原因!判决被告方无

过错承担
#*:

赔偿责任$罗本生

不服判决!向市检三分院申请民

事监督$该院检察官在审查中发

现新的证据!推断出机车并非在

道口前
)&

米处紧急制动! 证明

机车司机在经过此道口时未加

强望并减速!直至机车与出租

车相撞后才紧急制动存在过错$

此外!被告方未充分履行事发道

口安全防护的义务$原判决认定

被告承担无过错责任不当$

$破冰%来源于担当

今年
)

月
!

日!该院副检察

长+公诉人高孝义一天连续出庭

支持公诉了
$

件走私犯罪案件!

也是该院自成立以来首次派出

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

$

名市人

大代表和人民监督员等到场观

摩!并于庭后对庭审情况开展了

评议$

四个多月来!在办案力量尚

未实质增加的情况下!该院克服

办案人手十分紧张+办案经验相

对缺乏等实际困难! 自加压力!

内部挖潜 !勇于探索 !一批新增

管辖的案件+多类型首次办理的

案件纷纷开始%破冰&$截至目前

已受理海关案件
$'

件
%(

人+

+$

个犯罪嫌疑单位$其中!批捕
+$

件
+'

人!不捕
!

件
!

人,受理审

查起诉案件
!$

件
)(

人+

+$

个犯

罪嫌疑单位 , 提起公诉
*

件
%

人!派员出庭公诉
$

件走私犯罪

案件!法院已作出有罪判决$

针对办理海关案件中发现

的海关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执法

不严+程序不规范以及海关监管

区管理存在漏洞等问题!该院向

上海海关制发检察建议书!引起

海关的高度重视并被采纳,还组

织力量对一起指定管辖的跨行

政区划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线索

进行初查$目前明确的跨行政区

划检察院的八类职能管辖案件

已涉及五类案件$

在陆建强看来!跨行政区划

检察院工作要突出法律监督和

办案职能!既要充分发挥铁路检

察机关原有的 %跨行政区划&的

优势!对原有的案件管辖加大法

律监督力度,同时对分散在不同

检察分院的%跨行政区划&案件!

如海关+交通+航运等系统案件!

在整合到三分院后!探索制定更

加专业的办案制度和工作机制$

此外还要拓展跨行政区划法律

监督范围!探索一些如海事审判

等范围的法律监督$

为此 !该院积极探索 !加强

与相关部门联系搭建平台 ! 营

造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的良好

环境$ 先后到相关法院+ 公安+

海关 + 食药监局等单位走访座

谈 ! 还分别与市社科院法学研

究所 + 市律师协会签署了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和协作配合工作

备忘录$

勇立潮头敢为先

北京公交车纵火案嫌疑人被刑拘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卢国强" 北京警方
%

日公布

'+)

路公交车纵火案调查情况! 经调查! 嫌疑人系因对拆迁安置不

满! 欲制造影响引起相关部门关注! 以解决个人诉求$ 目前! 陈某

因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已被刑事拘留$

警方介绍! 纵火嫌疑人陈某今年
%)

岁! 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

镇人! 现住在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 因对
!&&,

年大兴区西红门镇

对自家住宅拆迁安置补偿不满! 陈某欲于
*

日上午前往大兴区法院

进一步商谈案件进展! 如答复不满就准备在现场制造事端$

当天早晨! 陈某携带装有汽油+ 酒精及食用油等易燃物品的

背包! 从三河市燕郊上上城五期站乘坐
'+)

路公交车$ 当车辆行

驶至北京市通州区白庙综合检查站时! 陈某看到检查站民警正在

开展盘查+ 检查工作$ 陈某担心进入北京市区后安全检查更为严

格! 便决定在现场制造影响! 随后将随身携带的包裹点燃! 导致

车辆起火$

公交车司机发现异常后! 迅速停车! 现场执勤民警会同司售人

员及时疏散乘客! 将陈某控制! 并将火扑灭! 现场无人员伤亡$

展青春风采
寻法律真谛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检

察院近日与华中师范大学法

学院举办了第一届#展青春风

采$寻法律真谛%主题辩论赛&

图为辩论赛现场'

本报通讯员鲁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