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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流
近日!河南省南阳市检察院邀请山东孔子文

化学校校长金辉教授为该市检察干警解读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图为下课后!金辉教授!中"与

西峡县检察院干警一起交流"

本报特约记者汪宇堂 通讯员马志全 陶松岩摄 大赛专用投稿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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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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全国模范检察官张飚为原型

电影《不一样的焰火》开机
本报乌鲁木齐

,

月
-.

日电"记者吕立峰 何海燕# 今天下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举行"不一样的焰火#影片开机新闻发布会$

该影片根据全国模范检察官%新疆石河子市检察院原检察官张飚先进

事迹改编!同时也是第一部反映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电影$自治区检

察院党组书记郭连山出席新闻发布会$

影片以浙江张氏叔侄&强奸致死案'为故事背景!根据张飚的先进

事迹改编!再现了一位刚正不阿%秉公司法%敢于奉献的人民检察官的

光辉形象$

!""#

年!浙江杭州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张氏叔侄&强奸致死案'$

张氏叔侄分别被判死刑%无期徒刑!后改判死缓和有期徒刑十五年$石

河子市检察院原检察官张飚在履职过程中发现张氏叔侄案疑点后!历

时
$

年!为张氏叔侄的沉冤昭雪而不懈努力$

!"%#

年!蒙冤
%"

年的张

氏叔侄终于拿到&无罪判决书'$

据了解!影片"不一样的焰火(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中检

影视基地)深圳*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新疆

电视台%今典环球)北京*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摄制!计划
!"%&

年择期在全国院线公映$

最高检影视中心江炳锋担任影片制片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

言担任艺术总监!国家一级导演%著名监制%编剧陈国立担任总监制%

总编剧!著名导演张一墨担任总导演!著名演员关新伟等联袂演出$陈

国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剧本通过艺术手法!再现了,忠诚%执着%担

当%奉献-的张飚精神!展现了新疆政法干警的精神风貌!为我国政法战线

树立为民执法理念%推进依法治国呈现一份生动的典范蓝本$'

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宣传部%检察日报社%最高检影视中心相

关负责人参加新闻发布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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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接受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拜见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

日在中南海接受班禅额尔德尼$

确吉杰布的拜见%习近平勉励他刻苦学习#努力修行&秉承

十世班禅大师遗愿&秉承佛教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的理念&

积极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努力成为一位

具有精深佛学造诣和深受僧俗信众爱戴的藏传佛教活佛(

山东省工商局原局长牛启忠被“双开”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

息&日前&山东省纪委经立案审查&决定给予山东省纪委委

员&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牛启忠开除

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

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新疆公开招录检察官助理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

月
-.

日电"记者杜刚$ 今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划面向社会公开考试录用
'#!"

名公

务员& 继续向南疆和基层一线倾斜( 报名时间为
&

月
%#

日至
%(

日( 为推进自治区司法体制改革& 新疆今年不再

面向社会公开招录法官'检察官&改为招录法官助理'检察

官助理(

李希当选辽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求发当选辽宁省省长

新华社沈阳
,

月
-.

日电 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

月
%"

日选举李希为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选举陈求发为省长(

甘肃省检察院决定对郭德清立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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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甘肃省检察院决定!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甘肃省白银市

政协原主席郭德清#正厅级$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

正在进行中$

甘肃省检察院决定对万里立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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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检察院决定!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甘肃省兰州

新区管理委员会原副主任万里#副厅级$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

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甘肃检察机关决定对胥小彪立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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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经甘肃省检察院指定管辖!甘肃省白银市检察院决定!

依法以涉嫌贪污罪%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对交通银行甘

肃省分行原行长胥小彪#正厅级$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

工作正在进行中$

甘肃检察机关决定对卢旺存立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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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甘肃省检察院指定管辖!甘肃省兰州市检察院决

定!依法以涉嫌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对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原副

巡视员卢旺存#副厅级$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

进行中$

编辑 张灿灿 郑 智 校对 台 霏 杨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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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重庆东方轮船公

司所属&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之后!党中央%国

务院对事件调查工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明

确要求!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不放过一丝疑点!

彻底查明事件原因$

&

月
!

日晚!李克强总理在国

务院搜救工作指挥部会议上当即决定!成立国务

院&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调查组!立即展开

调查工作!彻底查明事件原因!给遇难者家属和

社会公众一个负责的交代$

调查组由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杨栋梁任组长!

成员包括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民政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湖北省和重庆市有

关负责人!并聘请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及国内气

象水文%航运安全%船舶设计制造%水上交通管理

和信息化%法律等方面
!"

多位权威专家!组成
&"

多人的调查团队展开调查$ 调查组内设气象%船

舶建造改装%船舶适航和船员适任%长江航运安

全监管%综合协调五个组!专门制定了周密的调

查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并建立每日碰头会%专家

会商%舆情分析等制度!确保调查工作严密有序%

准确高效$

连日来!国务院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

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扎实细致地

展开各项调查工作$ 一是深入开展谈话询问$调

查组组长带头!先后与生还旅客%船长和船员!船

舶企业负责人%船舶设计建造改装人员%同水域

相邻船舶有关人员和目击者%地方海事部门和交

通运输部有关部门%旅行社等相关人员进行了详

尽细致的谈话问询!已形成谈话笔录
!""

多份共

$"

余万字$二是科学进行气象勘查分析$气象专

家组对事发区域两岸风灾区进行实地勘查!及时

调取了事发时气象%多普勒雷达监测资料!先后
&

次组织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灾害天气国家重点

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和中国气象

局专家进行专题研讨! 综合分析了气象卫星%天

气雷达%闪电定位和地面自动气象观测等资料以

及专家现场调查结果! 科学研判事发时天气状

况$ 三是认真细致查阅船舶资料$ 从船舶企业%

设计单位% 鉴定机构% 航道管理部门和监管部

门等单位调取了船舶设计图纸% 标准规范% 资

质证书等资料
!""

余份! 组织专家不分昼夜进

行审阅核实! 全面掌握船舶设计% 建造% 改装%

检验% 船舶适航和船员适任以及航道% 水文等

情况$ 四是及时登船进行现场勘查取证$ 提前

与现场搜救指挥部沟通! 确保船舶在吊装打捞

过程中驾驶舱得到保护! 为调查取证创造条件$

船舶扶正后! 及时组织专家登船对驾驶室等重

点部位进行勘查拍照! 调取了船载
)*+

终端%

视频监控资料等关键物证! 并联系信息化等方

面专家进行恢复读取! 了解掌握船舶失事前的

航行% 驾驶以及遇险应对处置等情况$通过短短

数天紧张有序%严肃认真的调查!国务院调查组

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为最终查明事件原因和

性质奠定了基础$

&东方之星'客轮翻沉涉及因素很多!原因极其复杂!必须通过科

学的鉴定论证!必要的模拟实验!才能最终确定$为此!国务院调查组

进一步充实加强力量!完善细化调查方案!扎实做好证据搜集固定%船

舶图纸审核%稳性试验和受损痕迹检验等后续重点工作!不放过每一

个细节%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疑点!每一项调查结果都要有可靠的数

据%证据支撑!确保调查工作的真实性%科学性%权威性!确保调查结论

经得起科学和历史检验$

中法院校举办“检察官制度比较”研讨会
李如林出席并致辞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

记

者贾阳
0

由中国国家检察官

学院与法国国家司法官学校

合作举办的 &检察官制度比

较 '国际研讨会今天在北京举

行 $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李如林在致辞中表示! 按照国

家的统一部署! 为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 中国正在积极稳妥地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检察官制

度也是改革完善的重要内容之

一! 希望通过会议交流研讨进

一步推动中国检察官制度的改

革完善$

李如林说 ! 检察官制度是

一国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国各具特色的检察官制度有

相互借鉴学习的必要性 ! 本次

研讨会以 &检察官制度比较研

究' 为主题非常有意义 $ 长期

以来! 中国检察机关不断致力

于加强和完善本国的检察官制

度! 积极开展与包括法国司法

官学校在内的多国司法机关和

培训机构的交流与合作 $ 近年

来 ! 伴随着中国法治的发展 !

中国的检察官制度和检察官队

伍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李如林表示 ! 检察官制度

的改革和完善主要涉及到建立

健全检察官职业准入和选任制

度% 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检察

人员管理制度% 强化检察官的

职业保障机制% 建立完善的专

业化的检察教育培训体系 % 深

化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等 $

这次会议的主题和议题 ! 都和

这些改革举措密切相关 ! 希望

通过参会专家学者的交流研讨!

为中国检察官制度的改革完善

起到很好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来自中国 % 法国 % 韩国 %

比利时等国的
,"

余名专家学者

和检察官参会! 在为期两天的

会议中 ! 将围绕 &检察官的选

任与养成制度'&检察官的惩戒

制度'&检察官等级'&晋升及工

资保障制度'&检察官辅助人员

制度'&检察官的办案机制' 等

展开交流研讨$

“红通”头号嫌疑犯杨秀珠纽约受审
新华社纽约

,

月
1

日电

"记者李大玖 黄继汇$ 中国

&红色通缉令'通缉的头号嫌疑

犯杨秀珠
(

日在美国纽约移民

法庭受审$杨秀珠已提出政治庇

护申请! 纽约法律界人士认为!

法官很可能拒绝杨秀珠的请求$

纽约移民法庭当天贴出的

法庭审理日程显示! 杨秀珠属

&加速审理的政治庇护申请

案'! 她本人被羁押在监狱$记

者透过法庭大门玻璃! 看见杨

秀珠身穿橙黄色囚服! 头发剪

得非常短!面部略显浮肿$

纽约移民法庭新闻发言人

告诉记者!此案关注度非常高!

采访须得到杨秀珠本人或其律

师的同意$ 杨秀珠的代理律师

弗拉德.库兹明在法庭告诉记

者! 杨秀珠已提出政治庇护申

请 $但他以 &无可奉告 '回应记

者所有其他问题$

纽约资深律师黄晓夫告诉

记者!从法律上来说!杨秀珠还

没进入美国海关! 很显然是美

方在&加速处理'此案$&无论从

哪一方面来说! 杨秀珠都不符

合政治庇护要求! 不管是什么

律师接这个案子! 杨秀珠都一

定会被交给中国政府! 只是拖

延时间长短的问题$ 她很有可

能用一再上诉来拖延时间$'

此前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发言人马丁内斯说!杨秀珠因违反

美国免签证规定相关条款! 已被

该局羁押$ 杨秀珠目前在押于美

国新泽西州哈德逊县惩教中心$

!""#

年
,

月! 温州市原副

市长杨秀珠涉贪外逃$ 据温州

市纪委
!"",

年的通报!杨秀珠

已被查清的涉案金额为
!-$#!

亿元人民币$

首届检察新媒体创意大赛启动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张伯晋$ 指尖轻划手机屏幕!图文

音乐流淌而出!

.$

微场景展示已经成为广大读者的掌上阅读新宠$

近日!为进一步加强新媒体在检务公开和检察宣传中的运用!检察日

报社举办首届&检察新媒体创意大赛'!面向全国征集优秀
.$

作品$

大赛主题为&

.$

点燃检察情///划动指尖 定格精彩'$投稿要

求为原创作品!选题围绕检察工作主题展开!欢迎基层检察机关%检

察干警踊跃投稿$大赛自即日起启动!投稿截止日期为
!"%$

年
/

月

#%

日 $大赛设 &金奖 '

%"

名 %&基层

创意奖'

%"

名! 并举办颁奖仪式颁

发获奖证书及奖品$

投稿方式详见本报 &两微一

端'及四版大赛征稿启事$

将司法行为放在“聚光灯”下照一照
上海市奉贤区检察院主动接受社会评价促进规范司法

"

本报记者 林中明

通讯员 廉敬武

上海市奉贤区检察院在开

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

中!不是关起门来&自娱自乐'!而

是积极引进外部监督!将自身司

法行为放在社会&聚光灯'下照一

照$通过主动接受社会评价%广泛

听取律师意见%引入第三方介入

办案流程等机制!规范自身的司

法行为!取得积极成效$

每次办案活动都发放

社会评价意见表

小李是一起疑难复杂案件

的证人$ 出乎小李意料的是!他

在奉贤区检察院接受询问结束

后!收到了一张&社会评价意见

表'! 对检察官的司法行为和工

作作风等逐项作出评价$在&好%

中%差'栏目内选择并&打钩'之

后!小李直接将此表投入该院的

&意见箱'$

在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

整治工作中!该院出台"司法办

案社会评价收集考评办法 (!主

动接受社会公众对检察环节司

法办案活动的监督!要求办案检

察官在每次讯)询*问%接待%听

证活动结束后! 都要向听证人

员%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被讯

)询*问人员%来访人员发放意见

表!了解他们对办案人员司法行

为和工作作风的评价和意见!所

有案件都须经过这一流程$这些

意见表由该院纪检组%监察室定

期收集汇总!并调查核实$根据

规定!对于群众意见集中或者社

会评价差的办案人员!视情况调

离工作岗位或离岗培训0对司法

不公正%不规范%不文明或存在

司法瑕疵的办案人员!进行通报

或责任追究$

据统计 !今年以来 !该院共

收到社会评价意见表
%/&"

份 !

累计接受评价
!"""

余次! 收集

意见中涉及的司法行为不规范

问题都得到了整改$该院检察长

孙静说+&引进社会评价能及时

给我们警示!帮助防微杜渐$'

律师意见全部载入法律文书

前不久!上海昆仑律师事务

所主任赵忠敏来到奉贤区检察

院参加律师座谈会!发表对规范

司法行为的意见和建议$孙静边

听边记!不时对律师提出的该院

司法行为问题追问细节!这让赵

忠敏多少有点意外$

会后!该院把收集到的律师

对检察干警在司法行为%工作作

风%公众形象%社会交往等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分门别类整理出

#$

条发到全院! 并针对这些意

见和建议对照检查% 落实整改$

在此基础上! 该院制定出台了

1保障律师依法执业十条意见(!

包括保障律师诉讼业务及时办

理%听取律师意见全覆盖%保障

律师公开听证%案件流程信息查

询%律师对个案办理的评价意见

载入个案材料及法律文书%落实

律师投诉的责任追究等多个方

面! 以制度规范的形式固定下

来$1意见(发到辖区各律师事务

所!受到广大律师的好评$

此外! 该院还借助新媒体!

开通微博%微信%微官网等!在网

上建立律师接待预约平台及法

律文书%案件流程信息查询通道!

设立评价投诉信箱!及时回应律

师诉求$今年以来!该院共接待律

师来访
!#%

人次!接受律师查询

案件信息
%!""

人次!确保个案听

取意见
%""0

!文书载明
%""0

$

请第三方人员参与案件听证

!/

岁的四川籍青年陶某是

奉贤某文具公司的仓库管理员$

去年
/

月
%

日!因工作问题受到

责问!陶某将厂长徐某打致鼻骨

粉碎性骨折$陶某因涉嫌故意伤

害罪被移送到奉贤区检察院审

查起诉$其间!陶某对自己的行

为有所悔悟!在家属帮助下积极

赔偿并获得对方谅解$ 据此!该

院拟对陶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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