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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凤县检察院】

构建民行诉讼法律监督协作机制
本报讯!记者郭清君 通讯员蒋长顺 肖茜予" 近日!湖北省来

凤县检察院与该县法院经过充分商讨!签订了"民事行政诉讼#执行监

督联动机制$!建立部门联动工作格局%该机制确立了三种监督启动方

式!拓宽监督渠道!一是实行申诉信息互通!检察官不定期在法院接待

控告申诉当事人&二是实行旁听邀请!针对涉案标的大#有影响的民

事#行政案件!法院邀请检察院委派检察官旁听公开审理过程&三是实

行监督邀请!法院纪检组适时邀请检察官参与法院审务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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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读

冒充领导安排工作 诈骗熟人终落法网
以有关系安排工作为由! 骗取

相识
!"

多年的熟人
#$

万元"近日!

河南省通许县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

将李金峰#束光明批准逮捕"

家住开封市的李金峰与通许县

的毛某认识
!"

多年"李金峰称朋友

束光明在中央机关上班! 可以通过

他的关系给毛某刚刚退伍在家的儿

子安排个理想的工作! 毛某信以为

真"随后!李金峰谎称束光明来河南

出差!遂安排
#

人碰面"束光明称安

排工作没问题!并联系了挂职$河南

省青少年素质发展中心书记兼主

任 %的王学龄 !明码标价提供了七

八个单位以供选择"毛某选择了一

个标价
#$

万元的职位后!先向李金

峰等人汇去
!"

万元"

!"%#

年底!王

学龄因涉嫌诈骗罪被河北省秦皇岛

市公安机关抓获 "

!"%&

年
&

月 !李

金峰和束光明继续向毛某索要
%$

万元余款"余款汇去后!李金峰称想

上班还得
#"

余万元"感觉受骗的毛

某打听到王学龄早已被抓后! 立即

报案" !郭金霞 李刚强"

女婿肇事岳父顶包 触犯刑律双双被捕
女婿无证驾驶无牌车辆撞死一

人!岳父做出$牺牲%顶包!被识破后

双双被捕"近日!安徽省灵璧县检察

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将潘玉虎批准

逮捕! 以涉嫌包庇罪将其岳父张永

谋批准逮捕"

今年
&

月
%'

日!潘玉虎无证驾

驶没有牌照的四轮拖拉机! 和岳父

张永谋一起去卖粮食 "

%(

时许 !潘

玉虎正要拐弯时! 与对面直行的李

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相撞! 致李某

身亡"经交警认定!潘玉虎驾驶的四

轮拖拉机负事故全部责任"事后!张

永谋觉得自己年事已高! 决定顶替

女婿承担责任"

)

月
%#

日! 公安机

关将张永谋交通肇事案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逮捕"

承办检察官对张永谋进行讯问

时! 发现他说话吞吞吐吐! 神情慌

张!感觉事有蹊跷!于是对沿途视频

证据进行仔细观看!经比对和研究!

认为实际驾驶车辆的应是潘玉虎"

潘玉虎到案后! 如实供述了自己的

犯罪事实" !蒋斌 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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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
数
百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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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矿
欲
发
财

赌博欠下数百万赌债!为解困境与

赌友合谋找矿山挖稀土卖钱!一个多月

就破坏价值
!#*!

万元的矿产资源 "近

日!福建省南靖县检察院以涉嫌非法采

矿罪对王焕峰提起公诉"

!"%&

年初!$老田%!另案处理" 找到在赌场认识的王

焕峰!提议由王焕峰找含有稀土成分的山地!$老田%提供

资金# 物资和技术工人! 一起盗采稀土赚钱"

!"%&

年
%%

月! 王焕峰经多方寻找后! 租到南靖县和溪镇迎新村的

#'"

亩山地"随后!$老田%分批从江西省调来朱锦华 #余

立新#黄卫平!均已被起诉"等技术工人以及盗采稀土所

需的设备!开始着手他们的$发财大计%"此后!王焕峰与

工人在山上安营扎寨!现场监督工人
!&

小时不间断提炼

稀土"同年
%!

月
%!

日凌晨!经群众举报!王焕峰等人被

公安机关当场抓获"经鉴定!王焕峰等人破坏矿产资源价

值
!#*!

万元"

!郑金玉 黄达泽"

盗走空调主机 销赃撞上失主
盗走价值

!

万元的空调主机

后 ! 苦寻买家时恰巧碰上了失

主 "近日 !王强华因涉嫌盗窃罪

被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检察院

提起公诉 "

今年
#

月! 月湖区某电器商行

老板詹某卖掉了
)

台中央空调 "

#

月
!#

日!詹某将
)

台空调主机放在

某小区门口准备进行安装! 后因故

离开了
%"

分钟"王强华趁詹某离开

将
)

个空调主机全部盗走"

当天!王强华急于销赃!但未成

功" 他在小区内看到了詹某的爱人

汪某此前所贴的 $收购空调% 广告

后!打电话给汪某说有空调要卖"汪

某听到其所卖货品为
)

台未拆包的

空调主机后! 怀疑这是自己家被盗

的货物! 便立即通知警方" 当天晚

上! 汪某打电话让王强华到体育馆

看货"当晚
+

时!王强华骑一辆三轮

车驶到约定地点!被民警抓获"经詹

某确认! 该三轮车所载的货物正是

他之前被盗的空调主机"

!杨卉 王倩影"

债务问题起纷争
一时冲动捅伤人

因一时冲动! 为了
#""

元债务

与债主发生口角 ! 还持刀将劝架

者捅伤 " 近日 ! 经湖南省醴陵市

检察院提起公诉 ! 欧阳葵东被法

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 缓刑四年"

今年
%

月
%"

日
!!

时许! 欧阳

葵东在醴陵市孙家湾某
,-.

门口

碰到曹某 ! 因欠曹某
#""

元钱一

事 ! 他与曹某发生口角并将对方

摔倒在地 " 曹某某与叶某见状上

前阻止 ! 欧阳葵东以为他们要帮

曹某! 便掏出随身携带的一把电工

刀! 朝曹某某# 叶某等人一阵乱捅

乱划! 二人躲避不及! 曹某某右侧

面部# 左侧腹部被捅伤! 叶某左侧

胸口下部被捅出一条小伤口" 欧阳

葵东捅伤人后! 立即逃离现场"

!

月
)

日! 欧阳葵东被抓获归案" 案

发后! 欧阳葵东通过其亲属赔偿曹

某某各项经济损失
&

万元! 得到被

害人的谅解并向法院请求对其予以

从轻处罚"

!郭秀峰 胡丽"

【中山市第二市区检察院】

深入社区宣传民行检察监督
本报讯!记者朱香山 通讯员钟荐轩" 日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

市区检察院民行部门干警深入辖区小榄#东升等
(

镇开展'民行宣传

社区行(活动%该院制作了宣传海报和小册子!向群众介绍了检察机关

民事行政检察法律监督职能!并现场解答群众法律问题%活动中!该院

共发放宣传海报和小册子
%"""

余份!接受现场咨询
#""

多人次%

【奉节县检察院】

四个平台强化教育培训
本报讯!孙天银 陈超" 今年以来!重庆市奉节县检察院搭建

四个学习平台!强化对干警的教育培训%四个平台具体为每日一题!

由各科室共同建立包括
#""

余题的题库!干警每日答题并做好记录&

每周一会!各科室每周召开例会!交流办案技巧#经验等&每月一讲!

利用'奉检讲坛(平台进行理论知识#案例评析等专题交流&每季一

训!由各科室负责人作专题业务培训%今年以来!该院共更新题库近

!""

余题!开展讲坛
%"

余场次!集中专题培训
+

场次!干警的理论水

平和业务能力都得到明显提高%

让当事人做“案件监督员”
南通通州：建立主动接受监督制度规范司法行为

本报讯!记者徐德高 通讯

员佟健轩" $没想到检察官还

要对我作出廉洁办案的承诺!有

了这个承诺书!我更加相信检察

官会依法公正办理案件了 &%近

日!记者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

检察院采访时!一起诈骗案件的

被害人吴女士拿着该院出具的

'检察人员接受监督承诺书 (向

记者说道"

据了解 !'检察人员接受监

督承诺书 ( 中不仅一一列举了

$不得为所办案件的当事人介绍

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等检察

人员办案廉洁承诺事项!以及该

院纪检监察部门的举报电话和

//

# 电子邮箱等方便群众联系

和监督的平台!而且该承诺书还

需要案件当事人签字确认"通州

区检察院检察长黄凯东向记者

介绍说)$一般情况下 ! 我院反

贪#反渎#侦监#公诉 #民行等办

案部门在第一次接触非在押的

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申诉人#被

申诉人及涉案当事人的近亲属

和代理人 # 辩护人等相关人员

时!都需要发放 '检察人员接受

监督承诺书("%

黄凯东还告诉记者!建立主

动接受当事人监督制度!向案件

当事人出具'检察人员接受监督

承诺书(! 是通州区检察院规范

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中所采

取的一项整改举措 "$案件办理

情况与当事人的利益息息相关!

而当事人对案件能否得到公正

处理最为关心"%黄凯东说"该院

通过建立这项制度!旨在让当事

人做$案件监督员%!充分发挥他

们对案件监督的积极性!以便架

起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和外部监

督相衔接的$桥梁%!倒逼全院干

警规范司法行为"

$对当事人作廉洁办案承

诺! 其实也是在告诉当事人!检

察机关有着严格的办案纪律!不

但送礼行贿办案人员的事情不

能做! 而且如果发现有不规范#

不廉洁等违法违纪行为!可以向

检察机关举报"% 通州区检察院

监察室主任周文兵说!自从今年

年初开展发放'检察人员接受监

督承诺书 (活动以来 !通州区检

察院已向案件当事人发放承诺

书
%'"

余份!干警拒绝说情
'

人

次 !拒绝吃请
%#

人次 !拒收 #上

交礼金礼品折价
%

万余元"

【宿迁市检察院】

启动刑事速裁机制试点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臧宏年 蔡慧" 近日!江苏省宿迁市检察院与

市法院#公安局#司法局联合制定"关于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

的实施意见$!对危险驾驶#交通肇事#盗窃#诈骗#抢夺#伤害#寻衅滋

事#非法拘禁等
%%

类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只要

符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指控犯罪事实

和适用法律没有异议等条件的!均可以适用快速办理机制!最大限度

简化工作流程#缩减诉讼期限#提升诉讼效率%

两个约定
"

本报记者 张 宁

通讯员 林 双 韩文婷

$孩子! 再过两天你就出来

了!妈妈等你回家&%听着电话录

音里母亲的声音!在天津市未成

年犯管教所里服刑的小丁不禁

泪流满面"这是天津市西青区检

察院的检察官们为即将刑满释

放的未成年犯小丁安排的一次

特殊帮教"

年仅
%'

岁的小丁因犯抢劫

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

四个月!送交天津市未成年犯管

教所服刑"办案期间 !该院未检

科的检察官发现小丁本性纯朴#

性格十分内向! 同时了解到!由

于他来津后没有找到工作!一时

起了贪念参与抢劫!而且服刑期

间悔罪态度较好 "于是 !办案检

察官决定对小丁持续进行疏导

和帮教"五四青年节 !检察官们

来为小丁鼓劲*

%+

岁生日! 他们

为小丁举办生日会++一次次

的倾心交谈和耐心疏导!使小丁

逐渐开朗起来 "日前 !小丁即将

刑满释放 ! 检察官决定为他送

行!同时进行一次特殊的帮教"

见面之前!检察官作了精心

准备 " 小丁一年多没见到母亲

了!于是他们辗转联系到了小丁

的母亲" 接到检察官的电话!小

丁的母亲哽咽了!她在电话里对

儿子诉说着思念并鼓励儿子重

新开始新生活"

听到母亲声音传来的一瞬

间!小丁忍不住哭出声来 "待他

平静下来!检察官亲切地说)$小

丁!咱们定下两个约定吧 !一是

出去以后!珍惜自由#遵纪守法!

咱们千万不能在法庭上再次相

见" 二是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你 "%

为了使小丁尽快适应新的生活!

检察官和教官们还为他讲解了

当前的就业形势以及求职过程

中应注意的事项"给予了他充分

的指导"小丁听得频频点头"

办一案 查一串 挖一窝
内蒙古：专项工作护航“十个全覆盖”工程

本报讯 !记者其其格 范

德银" 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

近日与自治区发改委# 城乡住

建厅等
%)

个部门召开联席会

议 ! 就查办和预防农村牧区

$十个全覆盖% 工程职务犯罪专

项工作进行协商"

会上! 内蒙古自治区检察

院通报了自治区检察机关查办

$十个全覆盖% 工程实施过程中

的职务犯罪情况! 并就 '查办

和预防农村牧区 $十个全覆盖%

工程实施中职务犯罪专项工作

方案( 听取各责任单位的意见

和建议"

据该院反贪局局长张秀峰

介绍! 自治区党委# 政府在广

大农村# 牧区实施 $十个全覆

盖% 工程! 惠及
%)""

余万各族

农牧民" 由于工程实施涉及项

目多# 公共资金投入大! 加之

监管不到位! 职务犯罪时有发

生"

!"%&

年以来! 自治区检察

机关查办发生在 $十个全覆盖%

工程实施过程中的职务犯罪案

件
)"

件
%"(

人! 其中贪污贿赂

犯罪案件
&%

件
'#

人# 渎职侵

权犯罪案件
(

件
#$

人! 涉案金

额达
%%(!

万余元"

$随着 ,十个全覆盖- 工程

的深入实施! 我们的惩防腐败

力度还会不断加大 "% 张秀峰

说" 对此! 自治区检察机关将

进一步深入开展查办和预防

$十个全覆盖% 工程实施中职务

犯罪专项工作! 形成 $办一案#

查一串# 挖一窝% 的规模效应"

该院还提出了加强与相关

单位协作配合的形式和建议 )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实现信息

互通# 资源共享! 形成工作合

力* 建立线索移送和办案协作

机制* 密切配合! 建立共同预

防工作机制"

拔烂树 治病树 正歪树
江西：一季度严惩群众身边“小官大贪”233人

本报讯!记者欧阳晶 通讯

员胡文星" $坚持办案数量#质

量#效率#效果#安全相统一!注

重在工程建设#土地#环保#食品

安全等涉及民生民利的领域加

大工作力度"%近日!江西省检察

院检察长刘铁流在该院领导班

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通报会

上强调"

今年一季度! 该省检察机

关深入查处和预防发生在群众

身边# 损害群众利益的职务犯

罪! 严惩 $小官大贪%! 立案侦

查民生领域和涉农领域职务犯

罪
!##

人"

对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高

安等地病死猪肉事件!江西省检

察院及时跟进!指导#督导办案"

宜春市检察院牵头成立由高安

市#丰城市#上高县检察院等组

成的专案组 "

!"%&

年
%!

月 !高

安市检察院以涉嫌玩忽职守犯

罪!对在病死猪肉事件中存在失

职渎职行为的高安市畜牧水产

局原副局长兰长林#副科级干部

艾海军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

施"今年
&

月
%!

日!该案被移送

审查起诉"

该省检察机关多管齐下 !

在办案的同时加大职务犯罪预

防工作力度! 加强对 $小官大

贪% 职务犯罪的源头治理! 近
#

年来已单独或联合纪委# 党校!

建立预防警示教育基地
(+

个!

开展法治宣传和警示教育
%*#

万

余场次" 南昌市检察院结合查

办的 $瘦肉精% 案和 $非法行

医% 等案件! 对职务犯罪案件

多发易发的重点领域开展专项

预防" 浮梁县检察院与该县县

委组织部# 县委党校签署了相

关意见! 将职务犯罪预防教育

纳入党校骨干课程! 为
!"""

余

名镇村干部开展了预防教育"

今年以来#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检察院充分运用行政执法和刑

事司法衔接机制
0

严厉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破坏耕地等犯罪%图为

近日#该院检察官与公安机关$国土部门工作人员对辖区一非法占用

农用地案进行现场勘察%本报记者唐琳 通讯员武兴才 袁利摄

【青铜峡市检察院】

“四项措施”加强廉政建设
本报讯!记者单曦玺 通讯员马少军" 今年以来!宁夏回族自

治区青铜峡市检察院以'守纪律#讲规矩(主题教育活动为契机!采取

'四项措施(加强廉政建设%一是从责任入手!认真落实一岗双责!层

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二是从教育入手!开展以读廉政书#

看廉政片#听廉政课为内容的廉政教育系列活动!加强干警作风纪律

教育&三是从文化入手
0

通过制作廉政文化宣传栏#在走廊过道悬挂廉

政文化格言警句等多种形式!营造廉政文化浓厚氛围&四是采用明察

暗访的方式!不定期对检风检纪实地督察!督促干警自觉遵章守纪%游戏普法
近日#四川省峨眉山市检

察院联合该市关工委一起走

进峨眉一小#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活动%检察官设计了&法治

飞行棋'# 将未成年人常见的

法律问题融入其中#使学生们

在游戏中增长法律知识%

本报记者刘德华 通讯

员彭丹摄

为贯彻落实(

!"%)

年河南省检察机关援疆工作规划)#河南省郑

州市检察机关校园法治宣讲团近日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地区#

进行了为期
#

天的法治宣讲% 本报通讯员李慧织 王琼摄

!上接第一版"后来!在一个亲友的葬礼上!我和她不期而遇!她当众

奚落我!责怪我不近人情"但我丝毫不后悔"

记者#是什么信念#让您面对&情'与&法'的纠结时#立场如此坚定*

刘文胜#我时刻告诫自己)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绝对

不能用来为自己送人情#谋私利!更不能知法犯法#徇私枉法!让老百

姓戳我们的脊梁骨!说我们党不好!败坏我们检察官的名声"

记者#据我了解#除了工作压力#您的生活压力也很大"

刘文胜#是的!我的家境并不宽裕"父亲常年生病卧床!孩子也一

直在读书!房子按揭每月要还贷!妻子
%((+

年下岗后!全家就指望我

的工资过日子"

记者#有没有想过请朋友帮忙#改善一下目前的生活#比如说帮

您爱人找份工作*

刘文胜#说实话!处在我这个位置!给妻子找份工作并不难!也有

人主动提出帮忙解决" 但我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家人谋求任何好

处"我认为!身为一名检察官!即使在处理工作之外的事情时!也不能

让人看低了#看扁了&一家人日子虽然过得紧巴!但活得坦然!睡得安

稳!过得踏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