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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读

保障律师权利，检察院越来越主动
绍兴上虞：听取律师意见走向制度化 苏州工业园区：针对难点出台意见保障律师权利
本报讯%记者范跃红 通讯

员平萍$ !潘律师"您好# 我是

上虞区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您代

理的程某故意伤害案今天已移

送法院$ %近日"浙江省绍兴市的

潘律师收到了这条短信提醒"他

不禁有点 !小感动%&&&检察院

越来越主动了$

今年
!

月"该院在主动上门

征求律师意见和建议后"结合自

查自纠发现的问题"制定出台了

'听取律师意见实施办法
"

试

行
#

(

$

明确了各业务部门)办案人

听取律师意见的程序) 办法等"

要求自侦部门在案件侦查终结

前"以及控申部门在受理 )承办

信访案件尤其是涉检信访案件

时"都应当主动听取辩护律师提

出的意见$ 对于律师以书面形式

提交意见的"承办人必须将意见

记录于审查报告中"以口头形式

提出意见的 "应制作 '听取辩护

律师意见笔录(* 对于律师提出

的意见"承办人必须予以审查核

实"并及时反馈$ +办案中主动听

取律师意见"有助于办案更加规

范$ %该院检察长章梁说$

另外"针对律师提出的有关

节约司法资源的工作建议"该院

又探索建立!诉前会议%制度"并

出台'关于刑事诉讼中庭前证据

开示的若干意见 ,试行 -("规定

公诉部门在决定案件提起公诉

之前"可以组织召开或依律师申

请召开 +诉前会议%" 由侦查人

员)当事人以及辩护人 )诉讼代

理人就案件管辖权以及证据合

法性)完整性 )全面性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交换意见)解惑释疑"

并对达成的合意形成书面意见"

附卷移送法院$

今年
%

月" 在开展规范司法

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摸排问题过程

中"根据律师提出的意见建议"该

院又及时推出案件程序流转全程

告知服务"即侦监)公诉部门在案

件受理后" 由专人对案卷材料进

行程序性审查" 发现案件当事人

委托律师的或者有援助律师的"

当即电话告知律师案件受理情况

并告知律师在审查阶段可提交其

意见$ 在案件审查完毕移送下一

节点前"由案管部门将案件名称)

移送时间) 接受单位等程序性信

息通过该院的短信平台及时通知

律师" 确保律师能在第一时间掌

握所代理案件的进展情况$

+检察院主动听取律师意

见"保障律师合法权益 "构建相

互信赖的新型检律关系就要落

实在行动上. %潘律师感慨道$

本报讯 "记者卢志坚 通讯

员王洁 王栋$ +我们办理的不

少反贪案件存在会见难)沟通难等

问题" 尤其是涉案
%&

万元以上的

特别重大贿赂案件$园区检察院出

台的保障律师权利意见很好地解

决了这些问题" 真是及时雨$ %近

日"在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

召开的律师座谈会上"某律师事务

所主任不无感慨$

%

月
'%

日"针对辩护律师在

实践中会见难 ) 申请取保候审

难)沟通意见难等问题 "苏州工

业园区检察院出台了'关于保障

律师执业权利的实施意见 (!下

称 "意见 #$"在规范司法行为的

同时"切实保障职务犯罪案件辩

护律师的执业权利$

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特别

重大贿赂案件等三类案件"侦查

期间律师会见应当经侦查机关

许可$ 因为对特别重大贿赂案件

的具体界定存在差异"律师申请

会见往往被以各种理由挡在门

外$ '意见(细化了涉案数额超过

%&

万元的特别重大贿赂案件的

会见条件 " 明确了相关认定标

准"为承办检察官把握尺度提供

了有效依据"防止因概念模糊限

制律师会见$ 如行贿人向未超过

!

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 一般

不认定为属于 +犯罪情节恶劣%

的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等$

%

月底 " 该院已对叶某涉嫌受贿

案)祁某涉嫌受贿案等涉案数额

达百万元以上的案件进行审查

适用"取消了律师会见限制$

针对实践中辩护律师申请变

更强制措施难的问题"'意见(规

定经审查不批准变更的" 要向辩

护律师出具不批准理由告知书"

说明理由$ 在必要时候可以召开

听证会" 听证会由辩护律师以及

案管部门)人民监督员办公室)纪

检部门工作人员参加" 对是否变

更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措施进行听

证"听证情况记录在案并附内卷$

规定了定期审查制度" 对被羁押

的犯罪嫌疑人视其态度及案件侦

查情况及时变更强制措施$

'意见(还为听取辩护律师意

见设置了+最后期限%"明确规定

了听取意见的时间节点为撰写侦

查终结报告之前" 要主动与辩护

律师联系听取意见" 询问有无无

罪或罪轻的证据" 并记录在案$

'意见(出台以来"在办理的
!

起

职务犯罪案件中该院都充分保障

了律师的会见权" 积极主动听取

律师意见"得到了律师好评$

云南陇川：常态化机制打击零星贩毒
本报讯

&

记者肖凤珍 通

讯员刘呈军 杨通$ +陇川

县检察院在打击零星贩毒案件

中" 主动出击" 联合公安部门"

做到 /信息共享 " 有毒必惩 "

露头就打0" 真正让零星贩毒无

处藏身$ 下一步" 还要加强与

其他政法部门合作" 加大打击

力度" 切实增强群众的满意度

和安全感$% 近日" 云南省德宏

州检察院副检察长赵斌深入陇

川县调研打击零星贩卖毒品工

作" 对县检察院所做的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

陇川县与缅甸山水相连"自

古以来就是内地通向缅甸以及

东南亚的重要通道"由于特殊的

地理位置和国际毒潮的泛滥"该

县禁毒形势十分严峻$ 近年来"

县检察院因地制宜"通过公检联

手)疑难案件会诊等方式"让打

击零星贩卖毒品形成常态化机

制$ 坚持在提前介入阶段"及时

收集)固定)完善案件证据"针对

定罪标准) 法律适用和案件检

验)鉴定等问题提出意见"协同

县公安局打击了多批零星贩毒

犯罪$

去年
'(

月" 县公安局在侦

破犯罪嫌疑人陆某) 陈某等人

运输毒品一案时" 因陆某只是

充当 +马仔% 角色" 证实其运

输毒品的证据不足而陷入僵局$

主办检察官认真审查每一个细

节" 通过陆某供述挖出幕后老

板陈某等人在文山州的藏匿住

所$ 检察官提前介入侦查和追

逃工作" 县公安局通过网上追

逃等技术手段" 在文山州成功

将幕后老板抓获归案后 " 以运

输毒品罪将其批准逮捕$

据介绍" 每年 +

)

1

()

% 国际

禁毒日到来之际" 陇川县检察院

都主动深入全县中小学) 村寨)

企业" 大规模组织开展禁毒宣传

教育活动* 每办完一件毒品案件"

都要及时撰写信息简报" 以检察

官提醒的方式向社会宣传禁毒法

律知识" 让公众充分认识毒品的

危害性$

今年以来" 陇川县检察院共

受理办结零星贩卖毒品类刑事案

件
!&

件
!&

人" 占刑事案件总数

的
*&+

* 批准逮捕零星贩卖毒品

疑犯
(,

人" 因证据不足不批准

逮捕
'

人$

登门入户
送法忙

近日%山东省昌邑市检察

院派驻检察室通过赶大集&入

农户& 进店铺等多种方式%向

群众发放印有各类惠农资金

补贴&农村低保及贪污挪用惠

农资金职务犯罪线索举报等

内容的法治宣传资料%并听取

群众对检察机关的意见建议'

本报记者郭树合 通讯

员桂召学摄

在这里校正青春航向
合肥包河：检司联手打造观护基地

本报讯"记者吴贻伙 通讯员杨瑞雪$ 近日"安徽省合肥市常青

机械有限公司) 合肥顶点食品有限公司将作为合肥市包河区检察院)

区司法局共同选定的观护基地"正式接纳符合观护条件的涉罪未成年

人前来接受帮教)考察和矫正$同日"由包河区检察院与该区司法局联

合出台的'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工作实施意见,试行-(!下称"意见($亦

开始施行$

该'意见(共
(&

条"对观护对象的确定)观护基地的设立以及观

护内容) 观护流程) 有关机构和人员的职责与义务等作出详细的规

定$并明确规定"包河区检察院会同该区司法局在相关企业)学校以

及社区中选择有爱心)愿意承担观护工作的单位设立观护基地$观护

对象须符合观护条件"包括涉嫌犯罪但无羁押必要的未成年人)被决

定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 应当接受社区矫正但没有监管条件的

未成年人以及在合肥市范围内无监护条件)无固定住所)无经济来源

的!三无%涉罪未成年人等四类人员$

确定实施观护后" 观护对象) 观护基地) 观护中心 !隶属于该

区司法局$ 和该区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四方须签订 '观护

帮教协议书($ 观护期间" 观护基地将对观护对象进行教育考察)

心理矫正) 行为矫正" 组织开展团体活动与公益劳动以及其他有益

于未成年人身心的活动" 并为其无偿提供食宿和文化知识) 劳动技

能方面的培训$

该'意见(还要求观护基地对每一位观护对象建立档案)一人一

档"最后要作出评定意见"以此作为最终司法处理的依据$对于涉罪

的外来未成年人"经过检察机关审查"符合刑诉法和该'意见(规定

的"则在观护中心取保候审)监督考察$

【福州市台江区检察院】

量身订制涉罪未成年人帮教方案
本报讯 "记者张仁平 通讯员蔡益媚 陈婷如$ 今年以来!福

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检察院对
!

名外来涉罪未成年人的家庭" 成长背

景"学习经历等进行社会调查!为他们量身订制一个#心理治疗"行为

修正"技能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帮教计划!并以该区鲲鹏社工组织为

主全程跟进帮教!通过#一月一汇报$和#一月一回访$制度!教育引导

他们改过自新!取得较好的帮教效果%

【西安市雁塔区检察院】

向被害人寄送权利义务告知书
本报讯

&

记者倪建军 岳红革 通讯员杨媛
'

为解决被害人权

利义务告知不规范问题!今年
*

月!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检察院推出

被害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制度! 决定采取按地址或单位专递邮寄的办

法!书面明确告知被害人在案件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方面的法律

规定!特别提醒被害人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并将被害人寄回

的阅读后回执附卷备查&截至日前!该院已寄出被害人权利义务告知

书
''&

多份!收到被害人直接书面反馈的意见
!%

份!电话告知意见

'-

次!这一制度真正成为了被害人获取信息的'贴心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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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盗窃刑满释放后"看到别人用手

机玩游戏又禁不住诱惑"扒窃他人手机

被抓$近日"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检察

院以涉嫌盗窃罪将吴小明提起公诉$

吴小明曾因盗窃三进宫 "

(&'!

年

刑满释放后决定洗心革面"在建阳城里做起三轮摩托营运

生意$今年
!

月
'(

日"吴小明骑三轮车在公交车站点载客

时" 看到一名中年女子在等公交车时随手拿起手机玩游

戏"吴小明看着眼红便想将手机占为己有$女子看到公交

车来了就将手机随手放在外衣口袋里准备上公交"吴小明

快步跟上装作想上车的样子站在女子身后"顺势将手机偷

了出来$这一幕正好被公交车司机看到$

吴小明从没玩过触屏手机"更找不到手机游戏"于是

便把偷来的手机放在家中抽屉$被警方抓获后"民警到其

住处搜出赃物"吴小明的母亲这才得知儿子再次盗窃"一

气之下当晚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死亡$

!徐维莉 黄璧坚$

为报复一错再错 走歪路连番抢劫
记恨他人告诉父亲自己偷学抽

烟" 竟对告状者实施抢劫报复$近

日" 福建省龙海市检察院以抢劫罪

将犯罪嫌疑人李锦聪批准逮捕$

李锦聪在青春叛逆期时偷学抽

烟"被父亲公司的员工蓝某发现后告

诉其父亲" 因而对蓝某记恨在心$

(&'*

年
,

月
)

日晚" 李锦聪发现蓝

某的老婆苏某独自一人在家"苏某当

时怀孕在身"李锦聪用菜刀威胁苏某

行报复"被附近的人发现后"李锦聪

抢走苏某身上现金
('&&

元后仓皇逃

离$今年
!

月
(-

日凌晨
!

点"李锦聪

想在投宿的宾馆里偷点东西"刚好看

到杨某独自一人在宾馆阳台晾衣服"

看到杨某穿金戴银"李锦聪又动了坏

心思"拿起一个白色枕套"假装边打

电话边靠近杨某"后用白色枕套捂住

杨某的脸实施抢劫"但被杨某挣脱后

报警$当晚李锦聪被抓获$

!林志南 欧新蕊$

报复情敌伸魔爪 机智女童巧脱险
因未婚妻被同村人追求" 退婚

后怀恨在心的侯战武便将魔爪伸向

情敌正在上学的妹妹$ 近日" 河北

省赤城县检察院以涉嫌强奸罪 !未

遂 $ 将犯罪嫌疑人侯战武批准逮

捕$

侯战武大学毕业后一直无所事

事" 未婚妻与其订婚后" 被同村王

某追求" 侯战武遂与其退婚" 后一

直怀恨在心" 但因其性格懦弱" 不

敢直接找王某报复" 便将目光盯上

了王某不满
'*

周岁的妹妹$ 今年

*

月
(%

日 " 侯战武事先打听到王

某妹妹和另外两个女童留宿同学李

某家$ 由于李某父母外出" 家中只

有
*

个女童$ 第二天凌晨" 侯战武

翻墙跳入李某家的院子 " 撬开屋

门" 欲对熟睡中的王某妹妹实施强

奸$

*

个女童被惊醒" 侯战武威胁

她们不要报警" 并继续施暴$ 混乱

中" 其中一名女童趁机悄悄拨打了

自己父亲的电话" 故意大声叫出侯

战武的名字" 并让他不要乱来" 同

时帮助王某妹妹奋力反抗$ 很快"

侯战武被随即赶到的家长制服" 最

终未能得逞$

!迟轩$

出于义气醉驾救场 忙未帮成却入法网
为了朋友义气" 酒后驾车帮朋

友转运货物" 结果在现场被警察查

获$ 近日" 经湖南省醴陵市检察院

提起公诉" 该市法院以危险驾驶罪

判处欧阳增祥拘役三个月" 缓刑六

个月" 并处罚金
!&&&

元$

今年
(

月
'.

日晚 " 喝了不少

酒的欧阳增祥接到一个货车司机朋

友电话" 说自己在醴陵市运货时车

辆发生故障" 要求他帮忙前去转运

货物$ 接到电话后" 欧阳增祥便驾

驶自己的轻型厢式货车前往醴陵$

次日凌晨" 欧阳增祥驾车赶到指定

地点帮其朋友转运货物时" 被巡逻

民警当场查获$ 经检测" 欧阳增祥

的血液样本中酒精含量为
'&(/'

毫

克
0'&&

毫升" 已构成危险驾驶罪"

鉴于案发后其能如实供述罪行且未

造成严重后果" 法院遂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

!郭秀峰 胡丽$

诱人垫钱还欠款
钱刚入账就“失踪”

以高额垫付费为诱饵 " 吸引

他人为其垫付信用卡欠款 " 得手

后卷款潜逃 $ 近日 " 安徽省合肥

市瑶海区检察院以诈骗罪将犯罪

嫌疑人李冰兵批准逮捕$

李冰兵聘用张某 ) 魏某为驾

驶员 " 并交给两人两张信用卡 $

(&'*

年
'&

月
(!

日 " 李冰兵打电

话给余某 " 让其帮忙垫还透支的

信用卡欠款 " 还款后即可拿着自

己的信用卡从
123

机上刷出款项"

并许诺支付相应的垫付费用 $ 为

骗取余某信任 " 李冰兵先让张某

把信用卡送给余某" 余某打入
)/-%

万元现金后即在
123

机上刷出垫

付款及
*(&

元垫付费$ 见第一步已

经得手 " 李冰兵又让余某垫付
'&

万元" 并答应给付
)&&

元垫付费$

余某答应后" 李冰兵就让魏某将信

用卡送给余某 $ 余某按约定将
'&

万元打入信用卡内 " 没想到这
'&

万元随即被李冰兵转入其他银行卡

内" 并在异地
456

机上取出$ 余

某发现
'&

万元现金无法在
123

机

上刷出" 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张琼 周二琴$

近日%重庆市巫溪县检察院开展今年第二期廉政约谈工作)该院

纪检组长&纪检监察室主任分别从廉洁从检&公正司法&严守纪律等

方面%为
(&

余名青年干警纪律作风*塑型+%要求他们在工作中严格

遵守各项纪律规定%争当清正廉洁的检察官)

本报记者沈义 通讯员汪明威摄

【黑龙江省检察院】

大检察官上党课开讲“三严三实”
本报讯"记者韩兵$

)

月
'&

日!黑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徐明为

部分检察干警讲授党课!为该省检察系统'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

拉开了帷幕&徐明以'落实(三严三实)要求 打造过硬检察队伍$为

主题!从党的发展历史*当下时代要求和干部队伍建设等
!

个方面作

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检察院】

听取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本报讯"记者杨英华 通讯员杨炳超 王玮$ 近日!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检察院检察长周新军一行到石河子市人大常委会进行座谈

和调研!听取了人大代表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驻石河子市的全国

人大代表*自治区人大代表及石河子市人大代表等参加了座谈%代表

们畅所欲言!在规范司法行为*强化诉讼监督*加大办案力度等方面

提出了多条建议和意见%

近日% 江苏省海安县检察院干警走进该县明道小学开展法治宣

讲活动%由此正式拉开该院*法治进课程+活动的序幕)

本报记者徐德高 通讯员唐新摄

捡了部手机
怎么成了盗窃？
"

本报通讯员 曹新辉

熊 鹏 陈颖琦

!我儿子只是捡到一部手

机 " 而且也第一时间还给了失

主"怎么就成盗窃了 2%近日 "老

罗难掩焦急"在江西省丰城市检

察院侦监科检察官面前哭诉$

原来"老罗的儿子罗某在某网

吧上网时发现桌上有一部手机"便

将手机关机后放进自己口袋$约

一小时后" 失主卢某找到罗某问

其是否拿了他遗失的手机" 在确

定对方是机主后" 罗某立即将手

机归还$ 因当时卢某已向公安机

关报案" 民警将罗某带走调查"次

日以涉嫌盗窃罪对罗某立案侦查$

心急如焚的老罗来到丰城

市检察院$该院受理了此案"在查

看了监控录像"找罗某及相关证

人谈话后"认为罗某虽有占有故

意"但无秘密窃取行为 "且卢某

找来时"罗某将手机归还"故罗某

不宜以盗窃罪处理$之后"该院启

动立案监督程序"向侦查机关发

出+要求说明立案理由通知书%$

侦查机关在收到通知后对该案

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并于日前

对该案作了撤案处理$

这是该院今年以来纠正的

第二起 +不应立案而立案 %的诉

讼监督案件"有力维护了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