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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白发农民工也能安享晚年
"

金 绡

近期! 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称!

!"#$

年!

%&

岁以上高龄农民工超过了
$'&&

万! 占全国农民工

的
#()#*

! 规模也正在持续扩大" 为获取更高收入! 应对养老

等问题! 有些高龄农民工竟将白发染黑! 为的是还能去从事重

体力劳动" 染黑的白发在警示我们! 他们迫切需要全社会的关

注"

目前的高龄农民工绝大多数属于我国第一代农民工" 在我

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道路上! 有他们默默奉献的青春!

也有他们辛勤苦涩的汗水" 然而! 在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过

程中! 有户籍# 养老# 医疗等体系改革的历史原因! 也有个人

选择的原因! 如今让他们面临了养老的困境" 面对这些把白发

染黑的老人! 我们所应给予的! 不应只是廉价的同情" 必须着

眼于长远 !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

让他们快乐安心地生活"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相关部

门要多方努力!出台行之有效的长

效措施!从制度上确保白发农民工

能够安度晚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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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山东省临清市检察院

临清检察杯新闻摄影大赛

习近平对西藏抗震救灾作出重要指示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做好西藏日喀则!阿里等地区抗震救灾

工作再次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继续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

力救治受伤人员"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同时尽快修复受损

基础设施"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维护西藏自治区特别

是受灾地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习近平离京访问俄罗斯等三国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

月
(

日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尔

巴耶夫!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卢卡

申科邀请"将访问哈萨克斯坦!出席在俄罗斯举行的纪念

卫国战争胜利
(&

周年庆典并访问俄罗斯! 对白俄罗斯进

行国事访问$

内蒙古：入驻“今日头条”客户端
本报讯 "记者其其格 范德银 通讯员赵欣然# 近

日" 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在 %今日头条& 客户端正式开

通订阅号 %内蒙古检察&" 并发布了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

依法对刘宝军决定逮捕等
!

条信息$ 这是内蒙古自治区

检察院继开通官方微博! 微信! 官网之后首次入驻移动

客户端$

反贪工作怎么样？人大代表当面评
———部分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江苏反贪工作侧记

"

本报记者 郑赫南 卢志坚

$

月底的江苏! 山明水秀"繁

花似锦#

##

位全国人大代表应最

高人民检察院邀请! 在江苏省检

察机关视察反贪污贿赂工作$

在
+

天的时间里! 视察组紧

锣密鼓%不辞劳苦!先后视察江苏

省检察院" 南京监狱和南京市钟

山地区检察院" 镇江市检察院办

案工作区" 常州市检察院检察为

民服务中心" 徐州市检察院侦查

指挥中心等反贪工作有关场所$

视察中!反贪工作给代表们

留下怎样的印象& 代表们又提出

了哪些意见建议&

$规范化人性化体现在

各环节%

一名正在接受讯问的犯罪

嫌疑人表示头晕!办案人员马上

与'派驻医疗中心(联系!几分钟

后!一名身着白大褂的医护人员

迅速走进来为其测量血压))

这是视察组一行在江苏省

镇江市检察院通过侦查指挥中

心的视频看到的一个反贪办案

场景#

据镇江市检察院工作人员

介绍!这里是今年
$

月刚刚建成

投入使用的%专门用于该市职务

犯罪侦查工作的场所#为保障办

案期间犯罪嫌疑人的身体健康

和安全!由镇江市十几家大型医

院组成的江苏康复医疗集团!在

这里设立了正式的医疗分支机

构 !不仅有医生轮流坐班 !还与

一些医院设有专线连接#

'反贪办案区设有专门的医

疗中心!十分必要!有力保障了被

告人人权!体现了司法人文关怀!

也让执法办案更规范#(致公党中

央委员%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许虹代表告

诉记者! 反贪工作涉及社会各个

方面!要做到'安全零事故(!让每

一起案件都经得起考验!规范化%

人性化办案是必不可少的#

浙江省杭州市公交六公司驾

驶员虞纯代表则对办案区的'心理

疏导室(印象深刻#'墙面上张贴着

油画!有仿真宣泄的人偶%专业的

心理咨询师提供咨询服务! 这体

现了反贪办案的文明%规范#(

在常州市检察院'检察为民

服务中心 (连锁窗口 !辽宁省鞍

山市财政局副局长%城市建设发

展投资公司总经理项晓云代表

坐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窗口!

体验了一次查询过程#

'只需要几分钟! 结果就出

来了 !非常便捷 *(项晓云认为 !

这种高效率的查询!大大节省了

前来查询单位和个人的时间!十

分便民!也是反贪工作规范化建

设的体现$

在徐州市检察院视察时!辽

宁省辽阳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

王家娟代表对该院连续
(

年坚

持把反贪办案中的 '瑕疵案件(

做成光盘"逐个自查的做法给予

肯定$'这个做法非常好!既保障

了办案质量 ! 也提升了办案能

力$(王家娟说$

视察中! 代表们对南京"镇

江 "常州 "徐州等地检察机关的

赃款赃物保管" 专业测谎机构"

讯问室温度湿度控制"监视居住

区的各种 '软包装 &防止犯罪嫌

疑人自残'(等均给予赞赏$

'眼见为实!这几天!我们实

地感受到检察机关反贪办案工作

的规范化! 感受到办案过程中对

人权的尊重! 这也是社会进步和

国家文明的体现$(项晓云说出了

视察组成员的普遍看法$

$现代化信息化增强侦

查能力%

一张写有'

%+(&

元("签字为

'刘某(的财务单据出现在电脑屏

幕上$ 将其扫入专门进行文字痕

迹检验的仪器!几秒钟后!屏幕上

显示了该票据的原始痕迹+'

+(&

元("签字为'刘某($显然!该单据

中的'

%+(&

元(系虚假数据$

'真棒*('太先进了*(在江苏

省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实验室!当

工作人员演示了这个模拟案例!并

向代表们介绍!该省反贪办案人员

曾利用这一技术为一家建筑单位

挽回了
#%&&

余万元的损失时!视

察组成员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四川省文联副主席"成都艺

术职业学院院长余开源代表告

诉记者!检察机关在反贪工作中

注重运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更

有利于针对腐败犯罪的隐蔽化"

智能化加大惩处力度$

视察中! 代表们对各类司法

鉴定器材" 鉴定程序产生浓厚兴

趣!纷纷向工作人员提问$'如果一

个人心理素质不好!会不会很容易

在测谎时被认定为犯罪分子啊&(

在司法鉴定中心测谎室!云南省文

联戏剧家协会秘书长李红梅代表

问!当工作人员告诉她'测谎结果

并非证据!而是提供侦查方向(后!

李红梅放下心来$在法医病理制片

室!浙江省温岭市蔬菜管理办公室

主任林炎炎代表问+'法医鉴定的结

果可以对外发布吗&( 一位法医依

据法律规定的不同情形进行了详

尽解答!林炎炎很满意$

&下转第二版#

《2014年度上海金融检察白皮书》发布

金融案件上升超四成
刑事法律风险需关注

本报讯&记者林中明 通讯员严瑾丽# '

!&#$

年上海金融犯罪案

件总量较上年上升超四成! 借助新概念" 新业务" 新产品等实施的犯

罪逐步蔓延! 金融创新随之而来的刑事法律风险值得关注$(

%

月
%

日! 上海市检察院发布 ,

!&#$

年度上海金融检察白皮书-! 通报金融

犯罪情况" 研判趋势! 揭示风险! 提出防范建议! 同时发布十大金融

犯罪典型案例$

据该白皮书透露!

!&#$

年度上海检察机关共受理金融犯罪审查

逮捕案件
#!$%

件
#+,%

人! 审查起诉案件
!&'+

件
!+(-

人$ 其中信

用卡诈骗犯罪案件以
.(%!

件的数量占全部金融犯罪案件的
-$),*

!

连续六年居金融犯罪首位. 同上年相比! 上升最多的案件是非法集

资犯罪! 多假借理财产品为名实施! 全年共受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案
%'

件! 集资诈骗案
#$

件! 案件数量相较于上年分别上升
#,%*

和

(%*

. 总案值最高的金融犯罪是骗取贷款犯罪! 共受理骗取贷款案

!(

件! 总案值高达
$(

亿余元! 比上年分别上升
#&-*

和
##+(*

! 信

贷资金的风险集中在钢贸行业$

白皮书还显示! 金融犯罪向新业务% 新产品蔓延! 覆盖各金融

行业$ 在信托理财产品发行% 保理融资% 政策性农业保险% 以
/!/

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等领域! 均出现了新类型的金融犯罪案件$

发布会还透露!

!&#$

年出现多起新类型案件!如利用支付宝%微信

等第三方支付与手机绑定实施的信用卡诈骗案% 骗取银行保理案%骗

取附属于信用卡的贷款案等!个别新类型案件司法认定难度较大$

据介绍! 这是该院连续第三年发布金融检察白皮书$ 白皮书包

含总报告 ,

!&#$

年度上海金融检察情况通报- 和银行% 证券% 保险

领域三项分报告$

安徽检察机关对曹勇立案侦查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郑赫南#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

察院获悉!

%

月
%

日!经安徽省检察院指定管辖!安徽省滁州市检察院

决定!依法对安徽省商务厅原党组书记%厅长曹勇&正厅级'以涉嫌滥

用职权%受贿犯罪立案侦查$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广西检察机关对张聪立案侦查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郑赫南#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

院了解到!日前!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指定管辖!广西壮族自治区

横县检察院决定! 依法对广西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聪

&副厅级'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四川检察机关对唐浩涉嫌贪污、受贿案提起公诉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郑赫南#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

院获悉!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原副州长%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原副主任唐浩&副厅级'涉嫌贪污%受贿罪一案!由四川省检察院指

定广元市检察院立案管辖!该案经广元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终结后移

送该院公诉处审查起诉$日前!广元市检察院已向广元市中级法院提

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唐浩享有的诉讼权

利! 并讯问了被告人唐浩! 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 广元市

检察院起诉书指控+ 被告人唐浩在担任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副州

长期间!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侵吞% 骗取公款. 在担任四川省凉山

彝族自治州副州长%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期间! 为他

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 索取贿赂! 依法应当以贪污罪% 受贿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小处立规范 专项破顽疾 全程重监督
宁夏：规范司法与推进检察业务“如影随形”

"

本报记者 单曦玺

细节把控!提升规范司法标

准.专项行动!破除不规范顽疾.

全程监督! 确保整改无死角$宁

夏回族自治区检察机关通过立

规范%破顽疾%重监督!在规范司

法行为建设中形成了独特思路!

实现了规范司法意识%规范司法

行为%办案质效和司法公信力的

多重提升!使规范司法行为与推

进检察业务'如影随形($

细节把控立规范

案件通过系统自动轮流分

配 ! 轮到谁就谁办 $ 今年
+

月! 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率

先 '尝鲜 (! 在该院各业务部

门内部推行统一业务应用系统

自动轮案制度! 且已成功分案

$,

件$ 近日! 自治区检察院在

总结运行经验基础上! 又发文

在全区范围内推行自动轮案制

度$

'通过自动轮案制度! 能够

有效防止人情案% 关系案等问

题发生$ 这是我们规范案件管

理 ! 进一步提高案件办理质量

和效率的创新举措$( 宁夏回族

自治区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

负责人说道$

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

作开展以来! 自治区检察机关

一方面从大处着眼! 不断抓组

织领导! 在全区范围强力推进

专项整治工作! 全区各级院均

由检察长挂帅! 成立专项整治

工作领导机构! 结合本地工作

实际! 细化工作方案 ! 迅速开

展专项整治工作$ 另一方面从

小处着手! 不断通过细节 % 环

节把控! 为司法行为立规范$

规范司法触角深入检察工

作方方面面$ 银川市检察院出

台文件规范民行检察立卷归档.

固原市检察院完善法警训练制

度! 保障办案安全. 吴忠市检

察院强化窗口建设! 为群众提

供查询 % 咨询 % 立案 % 处置

'一站式( 窗口服务. 石嘴山市

检察院推行案件质量讲评 ! 挖

掘风险隐患! 提高案件质量$

专项活动直击不规范靶心

$

月
!(

日! 银川市兴庆区

检察院通过微信预约平台!通知

宁夏辅德律师事务所的王律师

到院阅卷!并于当日下午向王律

师提供了阅卷服务$这一切得益

于该院畅通的律师阅卷预约平

台$'目前!我们有电话%网络及

微信三种阅卷预约方式!并向所

有阅卷律师提供一站式服务 $(

兴庆区检察院案管中心负责人

介绍$

今年
+

月! 自治区检察院召

开了规范司法行为座谈会$会上!

律师代表集中反映了律师会见

难% 阅卷难及检察机关自侦部门

办案不规范等问题$&下转第二版#

对环保领域犯罪“纠正一批惩治一批查处一批”

山东开展环保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专项活动
本报讯 &记者郭树合 #

%

月
'

日!山东省检察院研究通过

,全省检察机关深入开展环境保

护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专项活动

实施方案-!启动专项活动!将行

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利剑直指环

境保护领域犯罪!要求对环保领

域犯罪'纠正一批惩治一批查处

一批($

据悉!此次行政执法检察监

督专项活动从
%

月开始! 至
#!

月底结束$此次专项活动的目标

是抓住党委政府关注%人民群众

反映强烈的环境污染问题!进一

步加大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检察

监督力度!依法监督纠正一批环

境保护行政执法不作为%乱作为

问题!严厉惩治一批严重污染环

境% 破坏生态的违法犯罪行为!

严肃查处一批环保执法领域职

务犯罪案件!着力督促环境治理

措施落实$

围绕工作目标!山东省检察

机关将突出要害% 重点突破$对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违法排放污染物%超标准排放

污染物.生产%使用国家明令禁

止生产%使用农药.涉污单位屡

查屡犯!污染顽疾长期得不到解

决.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对不符合

行政许可条件准予行政许可.对

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包庇或以罚

代管!未依照环保法律法规进行

处理. 将征收的排污费截留%挤

占或者挪作他用.对于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构成

犯罪的违法行为!应该移送公安

机关处罚而未移送的等七种情

形!进行重点监督$

该省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

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该省检察

机关将采取跟进监督%督促整改

的方式推进行政执法检察监督

专项活动有效开展$通过建立监

督整改台账!逐案逐项审查落实

情况.对于整改不力%达不到法

定标准的!要查明原因!分清责

任!依法施策.对于敷衍了事甚

至依然我行我素的!要依法采取

相应监督措施$

落 网

江苏省南京市检察院近日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

赶赴上海将潜逃境外
#$

年的原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

资公司上海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戴学民押解回南京"这

是自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部署开展$天网%行动发布红

色通缉令后落网的首个犯罪嫌疑人"

本报记者卢志坚 通讯员宋世明摄

国新办要求加强新闻发布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孙铁翔# 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
(

日召开新闻发布工作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 新闻发布工作要抓住制度建设这个重要环节"创

新新闻发布方式"积极推动国务院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主动

及时回应社会和国内外媒体关切"建设素质过硬的新闻发

言人队伍"不断提升新闻发布质量和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