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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司法保护 呵护美丽中国———最高检发布10起检察
机关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详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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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第三届中国
#

中

亚合作论坛在山东省日照市举

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出席开幕式

并致辞" 郝帆摄

孟建柱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季利
本报日照

!

月
"!

日电 !记者

郭洪平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

日

在山东省日照市会见了来华出

席第三届中国
#

中亚合作论坛的

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季利"

孟建柱说#在习近平主席和

阿坦巴耶夫总统的高度重视和

亲自推动下#中吉战略伙伴关系

快速发展"中方愿以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为契机#推动中吉全面

合作不断迈向新水平"

季利表示#吉方将全力参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会见结束时#孟建柱和季利

共同见证签署了关于向吉方提

供优惠贷款的政府间框架协议"

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中央

政法委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

汪永清#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

任! 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

力#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

副部长钟山#外交部副部长程国

平参加会见"

!

月
"$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山东

省日照市会见来华出席第三届中国
#

中亚合作论坛的吉尔吉斯斯坦

副总理季利" 郝帆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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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正式颁布，自2015年6月11日起施行。《条例》共分8章、39条，对党组设立、职责、组织原则、议事
决策等作出全面规范，对监督检查、责任追究提出明确要求，是党组工作方面的基础主干党内法规，是党组设立和运行的总依据总遵循。中央要求，各级党委要
从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党组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加强对《条例》实施的组织领导，确保《条例》各
项规定要求落到实处。

第三届中国-中亚合作论坛在日照举行
孟建柱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本报日照
!

月
"!

日电!记者

郭洪平" 第三届中国
#

中亚合作

论坛
"!

日在山东省日照市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

书记孟建柱与乌兹别克斯坦第一

副总理阿齐莫夫!吉尔吉斯斯坦副

总理季利共同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孟建柱表示# 近
%&

年来#中

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快速发展#树立

了友好互助!互利共赢的新型国家

关系典范"孟建柱指出#一年多以

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取得一系列积极成果"随着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断推进#中

国
#

中亚合作将进入黄金发展期"

他希望双方抓住机遇#以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为依托# 坚持深化互

信!平等协作#坚持互联互通!优势

互补#坚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坚

持传承友好!交流互鉴#积极推动

区域合作发展# 共创开放包容之

路!互利合作之路!和平安宁之路!

文明融汇之路"

阿齐莫夫和季利赞赏丝绸之

路经济带构想#认为双方务实合作

前景广阔#愿共同推动双边合作不

断取得新成果"

开幕式结束后# 孟建柱与中

亚各国代表团团长共同为中亚%日

照&航贸服务中心!中亚%日照&物

流园区举行了揭牌仪式"

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 省长

郭树清#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国务

院副秘书长汪永清#国家发展改革

委副主任! 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

白克力#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

表!副部长钟山#外交部副部长程

国平出席开幕式"

本次论坛由中国上海合作组

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与日照市人

民政府共同举办" 来自中国和乌兹

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

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中亚

国家各界代表约
'&&

人与会"

新时期检察影视创作暨电影《十二公民》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徐日丹 通讯

员朱明飞" 日前# 中国检察官

文学艺术联合会在京召开新时

期检察影视创作暨电影'十二公

民(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中科

院等单位专家学者# 最高检机

关!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

国文联!中央电视台和辽宁省检

察院等单位代表近
(&

人参加了

研讨会"

据了解#电影'十二公民(由

中国检察官文联!辽宁省检察官

文联和北京市检察官文联联合

组织拍摄#聚本传媒出品"该片

以国际经典影片'十二怒汉( 为

蓝本# 以检察官为主角# 先后

在第九届罗马国际电影节 ! 第

%%

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获得大

奖# 并于今年
$

月中旬在国内

院线公映" 与会人员以该片为

切入点# 围绕新时期检察影视

创作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展

开了热烈研讨 " 大家 认 为 #

'十二公民( 是一部现实主义检

察题材的主旋律作品# 体现了

党中央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的要求和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精

神+ 宣传了 )疑罪从无 * 这一

重要的司法理念# 引导公民在

法律框架内处理问题# 富有理

性精神+ 展示了当代检察官依

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的良好形象# 彰显

了我国司法的人民性"

中国检察官文联主席张耕

出席研讨会并讲话#就加强新时

期检察影视创作提出五点意见,

要始终坚持正确创作方向#向社

会传递正能量+要弘扬社会主义

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助推依法

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实施+要植

根于检察工作实践#体现检察特

色#讲好检察故事#塑造检察形

象#弘扬检察精神#推进检察工

作+要善于学习和借鉴#凝聚各

方力量# 努力打造精品力作+要

加强中国检察官文联检察影视

机构和检察影视创作队伍建设#

不断提高自身影视创作能力和

水平"

编辑 郑 智 柴春元 校对 何 欣 周 旭

检察机关将试点提起公益诉讼改革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

徐盈雁"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

检察院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最高

检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

在部分地区开展为期两年的提

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工作"

据介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第
"%

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

试点方案(# 将生态环境和资源

保护领域作为重点" )我们将依

法稳步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

公益诉讼制度" *最高检新闻发

言人肖玮在发布会上表示"

最高检民事行政检察厅副

厅长吕洪涛在发布会上介绍 #

试点工作将牢牢抓住公益这个

核心# 重点关注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 食品药品安全

等领域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

益受到侵害的案件"

吕洪涛介绍# 检察机关公

益诉讼的范围分民事和行政两

大块" 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范

围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

现的污染环境! 食品药品安全

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

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 +

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为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国有资产

保护!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

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

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作为 #

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

侵害的案件"

全国检察机关办公室工作会议召开 曹建明要求

努力践行钉钉子抓落实的工作作风
不断提高办公室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胡泽君讲话 杨东奇致辞
本报哈尔滨

!

月
"!

日电
#

记

者王地 韩兵
$

全国检察机关

办公室工作会议今天召开"会前#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对

办公室工作专门提出要求" 最高

检常务副检察长胡泽君出席会议

并讲话"会议要求#各级检察机关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曹建明检

察长的要求# 充分认识办公室工

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全面把

握办公室工作在全局工作中的特

殊重要地位和作用# 努力践行钉

钉子!抓落实的工作作风#不断提

高办公室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曹建明指出#近年来#全国检

察机关办公室的同志们认真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以及检察工作全局# 充分发挥办

公室抓落实基本职能作用# 勇于

担当!忠诚履职!敬业奉献#积极

参与政务!办好事务!搞好服务#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检

察事业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

曹建明强调# 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检察机关服务保障)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深化司法改革!加

强检察监督的任务艰巨繁重" 希

望同志们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

历史使命感# 牢记为领导决策服

务!为检察业务服务!为机关和基

层服务的宗旨#坚持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改革创新!开拓进取#认

真履行决策参谋!综合协调!督促

检查! 政务保障和协调外部监督

等职责#努力践行钉钉子!抓落实

的工作作风#在参与政务!促进落

实!推动改革上下功夫#不断加强

自身队伍思想政治! 业务能力和

作风建设# 不断提高办公室工作

的质量和水平# 为人民检察事业

再立新功"

胡泽君在讲话中指出# 做好

办公室工作#是加强检察机关自身

建设# 规范内部管理和工作秩序#

密切与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联系#

提升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和社会

形象的必然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办

公室要进一步增强担当精神和创

新意识#切实发挥)参谋部*)智囊

团*作用#为检察工作开展提供更

加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

胡泽君强调# 要牢牢把握办

公室职能定位# 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各项工作" 要紧紧围绕检察中

心工作# 着力在当好参谋助手上

下功夫# 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有

价值的意见建议" 要下大气力抓

好文稿起草和信息采编工作#切

实发挥好以文辅政的作用" 要紧

紧围绕凝聚各方力量# 充分发挥

综合协调作用# 确保检察机关检

令畅通!令行禁止!协调一致" 要

不断加大督查力度# 确保各项决

策部署得到不折不扣贯彻执行"

要强化主动服务的理念# 努力把

各级检察院办公室打造成服务型

机关建设的先行者" 要高度重视

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络工作#

深化检务公开和人民监督员制度

改革# 积极主动应对社会监督和

舆论监督"

胡泽君指出# 各级检察院党

组要切实加强对办公室工作的领

导# 更加充分地发挥办公室的职

能作用" 要切实加强办公室领导

班子建设#努力打造忠诚!干净!

担当的过硬办公室队伍"

黑龙江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

记杨东奇出席会议并致辞" 黑龙

江省检察院检察长徐明出席会

议" 最高检办公厅负责人在会议

上作了题为 '牢记服务宗旨 狠

抓工作落实 推动检察机关办公

室工作再上新台阶(的工作报告"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院和军

事检察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检

察院分管院领导参加会议"

检察机关强化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着重查处四方面破坏环境犯罪背后职务犯罪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

者徐盈雁 " 最高人民检察院

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通报检

察机关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有关情况"

最高检新闻发言人肖玮介

绍#近年来#检察机关充分发挥

检察职能作用# 严厉打击破坏

生态环境领域的刑事犯罪 #严

肃查办和积极预防生态环境领

域职务犯罪# 不断加大对生态

环境执法司法活动的监督力

度#有效震慑了犯罪"

)坚持依法从严打击原则#

认真履行批捕起诉职能# 坚决

惩治盗伐滥伐林木!非法采矿!

非法采砂!非法占用农用地!偷

排偷放! 非法排放有毒有害污

染物等多发性破坏生态环境的

刑 事 犯 罪 "*

%&"'

年
"

月 至

%&"$

年
'

月# 全国检察机关共

批捕污染环境!非法采矿!盗伐

滥伐林木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

嫌疑人
"&&)'

人 # 起诉
%)*&*

人"

)依法及时介入重大环境

污染事故# 深挖破坏环境资源

现象背后的职务犯罪线索 #严

查国家工作人员索贿受贿 !失

职渎职等犯罪"*

%&"'

年
"

月至

%&"$

年
'

月# 共查办生态环境

领域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

件

$)"

人# 查办渎职犯罪
""%(

件

"$)%

人"

)加强对环境保护执法司

法活动的法律监督" 依托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会

同有关部门# 对破坏环境资源

类案件线索的受理!立案!查处

等情况进行集中排查# 坚决监

督纠正有案不移! 有案不立和

以罚代刑等问题"*

%&"'

年
"

月

至
%&"$

年
'

月#共监督行政机

关移送破坏环境资源类案件

")!!

件
%%%+

人#监督公安机关

立案侦查破坏环境资源类案件

"!(+

件
"+)'

人"

肖玮表示# 检察机关加强

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始终注重

突出工作重点# 全面有效开展

专项打击犯罪工作"

)强化立案监督"* 针对环

境保护领域存在的行政执行和

刑事司法脱节! 法律威慑力不

够的现象# 检察机关通过开展

专项立案监督! 挂牌督办等方

式# 强化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

的立案监督# 重点监督纠正有

案不移! 有案不立! 以罚代刑

等问题"

)强化职务犯罪案 件 查

办 "* 结合 )查办和预防发生

在群众身边! 损害群众利益职

务犯罪* 专项工作# 各地检察

机关深入摸排职务犯罪案件线

索# 确保每一起生态环境领域

职务犯罪案件都得到严肃查

处"

)强化地域特色"* 各地紧

密结合实际# 部署开展有特色

的 )小专项* 活动# 整合资源

力量推动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

全面进行"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 最高

检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李忠

诚表示# 四个方面的破坏环境

犯罪背后的职务犯罪将被检察

机关着重查处"

这四个重点分别是, 重点

查办造成严重损害后果! 恶劣

社会影响的环境污染事件背后

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作为 !

乱作为等渎职犯罪" 重点查办

在环保审批! 环境监管! 环境

执法等环节中发生的内外勾

结# 贪渎交织的职务犯罪" 重

点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充当

环境污染企业和环境污染犯罪

)保护伞*#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

事案件的渎职犯罪" 重点查办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落实国家环

保政策不力# 挪用! 挤占! 私

分国家环保专项资金# 致使环

保专项资金损失! 流失的渎职

犯罪"

李忠诚表示# 近年来# 检

察机关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 #

如甘肃! 宁夏检察机关查办的

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背后
'

名

环保部门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案

件# 河北省衡水市污水处理费

稽征所所长李来丽滥用职权不

征! 少征城市污水处理费的渎

职犯罪案件# 浙江省宁波市港

航局原党委书记! 副局长冯华

滥用职权# 长期放纵码头长期

违法经营# 偷排建筑渣土 $泥

浆 %#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人

员伤亡的渎职犯罪案件等 "

)检察机关通过办案 # 有力打

击了生态环境领域的渎职犯

罪# 遏制了懒政! 怠政! 以权

谋私! 以权牟利的职务犯罪问

题# 有效促使负有环境保护职

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认真履

职# 依法行政"*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