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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追逃追赃
检察机关应有更大作为
———李华波案系列评论之二

□本报评论员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担负着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重

要职责!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是检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决策部署!在

严肃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同时! 始终把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放在突出位置

来抓"特别是去年
!

月底!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职务

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以来!国际追逃追赃力度不断加大!专项行动

取得丰硕成果"

"#$%

年
$&

月至
$"

月! 全国检察机关成功将潜逃到
$'

个

国家和地区的
%!

名职务犯罪嫌疑人劝返或抓获归案"今年
$

月至
(

月!又

劝返或抓获潜逃境外的职务犯罪嫌疑人
)$

人"这一次!又成功将李华波缉

拿回国"

这些成绩是可喜的!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职务犯罪国际追

逃追赃工作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各级检察机关要坚持办案与

追逃追赃并重!切实落实追逃追赃责任!学习研究境外追逃追赃专业知识!

提高追逃追赃能力!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中有更多的担当!有更大的作为"

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力度! 检察机关要加强与有关职能部门的协

作配合"国际追逃追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相关职能部门密切

配合!形成强大合力"在这项工作中!公安#外交#司法#人民银行等都是重

要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各有优势"检察机关要在中央统一领导和组织

下!积极主动加强与这些部门的沟通协调!推动完善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

赃工作信息沟通#情况交换#协作配合机制"

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力度!检察机关也要健全内部协作配合机制"

追逃追赃!反贪部门责无旁贷!其他相关部门同样有义务"各级检察机关

要整合职务犯罪侦查#侦查监督#公诉#国际合作等内设机构资源!统筹开

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同样!追逃追赃!也不仅仅是具体办案检

察院的责任!上下级院都要有担当"要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坚持国

际追逃追赃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一盘棋%"这次成功办理李华波案!既是检

察机关各相关部门通力合作的典范!也是上下级检察院协作配合的样板!

这一经验值得好好总结!使其可复制可推广"

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力度! 检察机关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追逃追赃的能力和水平是关键"李华波案!是中国检察官首次在国外刑事法

庭出庭作证的案件"此案表明!国际追逃追赃专业性很强!相关检察人员要

深入了解和掌握有关国家的相关法律和引渡#遣返规则!认真学习修改后刑

事诉讼法第
"*#

条规定!加强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条件的研究"

敢担当就会有所为!有本事方能见成效"检察机关练好内功!加强内外部协

作配合!就能将更多的潜逃境外职务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追回更多的赃款"

让规范司法成为每个检察人员的自觉行动
———曹建明检察长与2015年第一期全国人大代表专题学习班学员交流侧记

"

本报记者 王治国 张仁平

!检察监督责任重大" 在建

设法治中国中具有不可替代的

地位和作用#$

!曹建明检察长敢于直面问

题"表现出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高度自

信"体现了检察机关主动接受监

督的高度自觉#$

!规范司法行为深得人心 "

让我们看到了检察机关坚持严

格公正司法的坚定信心#$

%%

+

月
!

日下午" 福建厦门"

细雨蒙蒙#但这雨"丝毫没有影

响国家会计学院报告厅里激情

与热情的交流交融#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组织的
"#,+

年第一期全国人大

代表专题学习班上"共和国首席

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曹建明作了 !加强检察监督"

保证法律实施$ 的专题报告"在

(##

多位全国人大代表中引起

强烈反响与共鸣#

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曹

建明用一份份翔实的史料"一幅幅

珍贵的照片" 一个个典型的案例"

一组组客观的数据"向人大代表们

介绍人民检察制度波澜壮阔的发

展史"报告当前法律监督的重点焦

点"汇报检察机关坚持严格公正司

法保证法律实施的努力#

掌声"先后
%

次在报告厅里

响起#

!对发生的冤错案件"

我们要求各级检察机关首

先深刻反省自身的责任#

人大代表们的第一次掌声"

为检察机关勇于坚守防止冤假

错案底线而响起#

近年来"检察机关发现并监

督纠正多起在全国有重大影响

的冤错案件#从!浙江张氏叔侄

强奸杀人案$&!安徽于英生杀妻

案$"到!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故意

杀人& 流氓案$&!河北王玉雷故

意杀人案$"曹建明一一道来#

曹建明坚定地表示 '!对发

现可能有错的案件"必须做到发

现一起&复查一起"确有错误的

坚决纠正"决不允许为保自己的

面子而拖着&压着&瞒着#对发生

的冤错案件"我们要求各级检察

机关首先深刻反省自身"倒查追

究批捕&起诉环节把关不严的责

任"吸取沉痛教训"健全防止和

纠正冤假错案的长效机制#$

内蒙古赤峰学院副院长郭

丽虹代表为检察机关点赞 #她

说" 监督纠正每个冤错案件"检

察机关坚守了法治精神"捍卫了

法律尊严"让人民群众在检察机

关办理的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

了公平正义#

实际上" 要守住防止冤假错

案底线绝非易事"需要检察机关既

敢于依法办案"又带头规范办案#

!曹建明检察长对检察机关

自身存在的问题丝毫没有回避"

不论是在对待冤假错案的态度

上"还是动真碰硬整治不规范司

法行为"我都看到了检察机关直

面自身存在问题的勇气#$ 浙江

省武义县更香有机茶叶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俞学文代表说"检察

机关在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

工作中"不仅自己找问题"还征

求人大代表的意见"诚请社会各

界监督"让人心生敬佩#

!在强调严格公正执法

的同时"绝不能忽视甚至否

定文明规范执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严格

文明公正执法是一个整体"要全

面贯彻#$检察机关如何贯彻这一

司法原则"人大代表们很关心#

!强调严格公正执法的同

时"绝不能忽视甚至否定文明规

范执法#$在报告中"曹建明检察

长对此进行阐述"!严格公正执

法与文明规范执法是辩证的关

系" 也是目的与方法论的关系#

政法机关严格公正执法"要通过

文明规范执法来体现#$

在讲到文明规范执法时"报

告厅屏幕上出现
,)

个中文大

字'!清而不刻"和而不荡"严而

不残"宽而不驰#$

这是曹建明检察长
"#,,

年

)

月访问韩国时" 在时任韩总检

察长金圭办公室里看到的#他

说'!这
,)

个字给我留下了十分

深刻的印象#(清而不刻)"就是清

廉而不苛刻*(和而不荡)"就是主

张司法既要平和"又要有原则性*

(严而不残)"强调司法要严格"但

又不能残酷*(宽而不驰)"讲的就

是司法要宽严相济#韩国检察机

关的执法理念都如此深刻融入

中国文化"我们更要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要求"自觉把严格文明公

正执法作为一个整体来抓#$

听着曹建明检察长对个中

含义的解读" 代表们纷纷点头"

对检察机关狠抓文明规范司法

表示赞同#

河北省石家庄市青年评剧

团外联部部长靳灵展代表说"近

年来"检察机关的司法理念在转

变"司法作风在改进"文明规范

司法的水平在提升#

!我在调研视察中发现 "检

察机关在办理经济领域犯罪案

件时"十分注重办案的时机和方

式方法"不轻易采取查封&扣押&

冻结等强制措施"既打击职务犯

罪"又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

秩序#$ 山东省巨野县丽天明泽

大酒店总经理尚瑞芬代表说#

做到理性平和文明规范司

法"并非一日之功#四川省文联

副主席陈智林代表在充分肯定

检察机关已经取得成绩的同时"

建议检察机关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的高度"持续加强检察人员

的法治理念和职业良知教育"培

育法治精神"提升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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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兰陵墙体倒塌事故致10人死亡
据新华社济南

!

月
"#

日电%记者潘林青& 据山东省

兰陵县政府
,#

日通报!

!

日
,'

时许!山东兰陵顺天运输有

限公司院内护坡墙砌筑过程中!部分墙体突然倒塌"现场

共有施工人员
,(

人! 事故造成
)

人当场死亡!

%

名重伤人

员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其他
(

人伤情平稳"目前!有关责

任人已被公安机关控制!事故原因正在深入调查中"

贵州构建“一把手”亲自抓的检察宣传格局
本报讯%记者杨彰立& 贵州省检察院

+

月
*

日召开全

省检察宣传工作会议!研究部署构建新常态下#一把手$亲

自抓%各部门共同配合%全员积极参与的检察宣传格局"该

院检察长袁本朴要求!要更加注重做好检察宣传工作!建好

用好管好检察机关的新媒体矩阵!尊重司法规律!遵循宣传

规律!传播检察好声音!为检察工作提供良好舆论环境"

郭声琨在政法领导干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强调

明确方位认清责任提升理念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立好标杆当好标兵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

者郭洪平& 国务委员&中央政法

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郭声琨
,#

日在政法领导干部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强

调"要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 深入学习孟建柱同

志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和这次

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 进

一步明确历史方位& 认清历史

责任" 更加自觉地运用学习研

讨成果统一思想认识 " 在提升

政法工作理念上下功夫 & 在提

高领导政法工作本领上下功夫"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立好标

杆& 当好标兵#

郭声琨指出"四中全会为全

面依法治国制定了总蓝图#习近

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

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比较

完整的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体系"

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提供了科学指南#孟建柱同志在

这次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紧紧

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系统总结了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新论

断新要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

界观方法论"就政法工作理念作

了全面系统的阐释"深刻阐述了

法治建设和政法工作一系列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深刻剖析&

辩证回答了事关政法工作全局

和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政策

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

性&指导性 "体现了对政法工作

规律的科学把握"回应了政法领

导干部的现实关切"为政法领导

干部更好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思考问题&推动工作指明

了方向"对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

下政法各项工作" 为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提供更加

有力的司法保障"具有十分重要

的指导意义#

郭声琨强调"要把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同学

习贯彻孟建柱同志在中央政法

工作会议和这次研讨班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把研讨成

果转化为推动政法工作的强大

动力#要紧密联系个人和单位实

际"进一步把存在的问题查找清

楚"善于从思想认识&法律制度

层面进行思考"坚持思想问题与

实际问题一起改& 重点问题与

普遍问题一起改" 以解决问题

的实际成效推动政法工作发展#

要进一步提升政法工作理念 "

认真对照自己的思想和行动 "

对旧理念没有转变 & 新理念没

有牢固树立的" 深刻剖析思想

根源 " 对症下药 " 尽快转变 &

提升# 要进一步把各项工作要

求落到实处" 善于把工作要求

转化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

转化为管用的制度机制 " 坚持

科学的辩证思维 " 对不符合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习惯性做

法" 要勇于跳出传统思维的束

缚" 及时纠正转变" 不断推动

政法事业发展进步#

郭声琨强调"要进一步提高

领导政法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领

导干部必须把讲政治作为第一位

的要求" 在政治上坚持高标准严

要求" 确保政法工作的正确方

向# %下转第二版&

+

月
,#

日!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出席政法领导干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

题研讨班结业式并讲话" 郝帆摄

编辑 郑 智 柴春元 校对 郝涛涛 何 欣

习近平对白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据新华社明斯克

!

月
"#

日电 %记者金学耕 陈俊锋

李建敏&

+

月
,#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白俄罗斯首都

明斯克!开始对白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向白俄罗

斯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指

出!中白友谊源远流长"我们愿同白方一道努力!推动中白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迈上新台阶"

在
全
面
推
进
依
法
治
国
中
如
何
发
挥
关
键
作
用

︱
︱︱
解
读
四
中
全
会
后
政
法
领
导
干
部
专
题
研
讨
班
释
放
出
的
重
要
信
号

"

新华社记者 陈菲 邹伟

+

月
%

日至
,#

日"政法领导干部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举行#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为期一周的时间里"中央政法单

位领导班子成员& 各省区市党委政府分管政

法的领导同志和省级政法单位主要负责人等

近
(##

名政法领导干部"聚精会神听讲&敞开

心扉讨论&积极建言献策%%

这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全国政法系统

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专题研讨班#为什么要

举办此次研讨班+ 政法领导干部学习研讨什

么内容+ 学习研讨成果将如何进一步推动法

治建设&司法改革+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

了深入采访#

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法委书记

孟建柱在研讨班开班讲话中指出'!作为执法

司法机关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 在全面

依法治国历史进程中肩负的责任尤为重大#

举办这次专题研讨班"就是要明确历史方位&

认清历史责任" 在全面依法治国中更好地发

挥关键作用#$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法

治建设&司法改革也处在重要时刻#

!中组部&中央政法委&中央党校在这个

时候联合举办这次专题研讨班" 目的就是用

中央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 提升政法工

作理念"与时俱进地做好各项工作#$中央政

法委有关部门负责人说#

党的十八大和三中&四中全会以来"政法

工作取得的新成效有目共睹# 但与党中央的

新要求和群众的新期待相比" 无论是对法治

建设重大意义&目标任务的认识"还是对法治

理念&法治方式的把握和运用"一些政法领导

干部还存在很多不足,,,法治观念淡薄"不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执

法不严和粗暴执法的现象同时存在" 司法不

公&司法腐败时有发生%%

据介绍"举办这次专题研讨班"是今年政

法系统的一项重大工作部署" 是加强和改进

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具体实践" 也是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

统一思想&提升理念&推动政法事业发展进步的重大举措#

%下转第四版&

甘肃推动“工作落实年”活动扎实开展
本报讯 %通讯员王瑞成 王晗雅 记者李郁军 &

"#,+

年是甘肃省委确定的&工作落实年$!为确保全省检

察机关&工作落实年$扎实深入开展!近日!甘肃省检察院

制定下发了'贯彻落实(中共甘肃省委关于抓好#工作落实

年$的意见)的实施意见*"据悉!此次&工作落实年$活动从

今年
"

月开始!至
"#,)

年
"

月结束"

+

月
!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
"#,+

年第一期全国人大代表专题学习班上作$加强检察

监督!保证法律实施%专题报告" 林少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