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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举行了"检察入社区#活动启动仪式$

仪式结束后!该院检察官在现场开展接待服务!并发放便民联系卡和

检察宣传资料
!""

余份$图为检察官接待来访群众$

本报通讯员杨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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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读

故态萌发撬车偷窃 钱未花完又进班房
刚刚因盗窃被判刑! 在刑满释

放后不久! 又撬车窃取财物! 结果

钱未花完便被公安民警抓获 " 近

日 ! 经安徽省歙县检察院提起公

诉! 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张程

炀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 并处罚

金
#

万元"

今年
!

月
$#

日凌晨
#

时许 !

张程炀从网吧出来后! 拿着从商店

购买的螺丝刀! 寻找停放在路边的

中高档轿车实施盗窃" 他先后用螺

丝刀撬开两辆轿车的右后车窗玻

璃! 进入车内翻找财物均未得逞"

心有不甘的张程炀又来到一辆凯迪

拉克轿车旁! 以同样的方法进入车

内后! 从储物盒中盗得车主白天刚

从银行取来的货款
!

万元"

为逃避侦查 ! 张程炀得手当

天便坐车逃往湖州 ! 并用赃款购

买苹果手机及金项链等物品 " 三

天后 ! 张程炀被歙县警方抓获 !

从其身上搜出还来不及花完的

%&&&

余元现金"

%吴昱城&

别人买枪他帮忙 成为共犯同获刑
明知他人买枪却还提供帮助

'

结果成了共犯"近日!陕西省镇巴县

法院以非法买卖枪支罪判处刘行全

有期徒刑一年! 宣告缓刑一年零六

个月"

刘行全是镇巴县盐场镇人 "

$""(

年!同村的唐某%已判刑&想买

一支火枪用于防止野猪损毁庄稼!

让刘行全帮忙打听哪里有"后来!刘

行全听说王某家有!就先从王某#已

判刑$处以
#&&

元的价格买来!十余

天后!将枪交给唐某!收回了垫付的

#&&

元钱%

$&#)

年
#&

月! 唐某持火

枪打鸟时被巡逻民警发现"

法院经审理认为! 唐某& 刘行

全& 王某三人共同完成了非法买卖

枪支的行为!构成共同犯罪!刘行全

在案件中起到了帮助和中介作用!

属从犯"因此!法院对刘行全作出上

述判决"

%程凯&

连续透支留窟窿 没钱还款玩失踪
为了能够超前消费! 想出用信

用卡套现资金周转的办法! 没钱还

款竟然辞职玩失踪"近日!湖北省钟

祥市检察院以涉嫌信用卡诈骗罪将

涂小星批准逮捕"

$&#)

年
*

月!涂小星在汉口银

行钟祥支行申请了一张透支额度为

+

万元的信用卡!申请到手后!涂小

星多次利用商户
,-.

机刷卡套现!

并肆意挥霍!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里就从信用卡套现将近
+

万元 "

$"/)

年
/"

月! 涂小星第一次逾期

未还款!被银行催收"于是!涂小星

来到一家公司! 许诺给予一定手续

费! 借出
+

万元现金还给银行!随

后!他又通过
,-.

机套取现金还给

该公司"

$"/)

年
/$

月!涂小星又透支了

+

万元钱"为躲避银行的催收!涂小

星将手机设置为拒接一切来电!甚

至从单位离职外出打工! 断绝一切

联系" 银行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催收

无果后报案"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

侦查中" %王宇婷 朱婧&

只
因
小
狗
咬
架

主
人
打
做
一
团

两位主人早晨起来遛狗! 因小狗

咬架发生口角并相互厮打起来! 造成

一人轻伤!一人轻微伤"日前!江苏省

沛县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将黎远

提起公诉"

今年
)0

岁的黎远是一名煤矿工人"

)

月
$!

日早上
%

点多!黎远起来遛自己养的一只小狗!走到离矿区不远的

广场时!遇到了同样出来遛狗的朱某"两只小狗相互咬起

架来!朱某生怕自己的小狗被咬伤!就用手里的小竹竿打

黎远的小狗!打得黎远的小狗'嗷嗷(直叫%为此!两人发生

口角并相互厮打起来%在打斗过程中!朱某用小竹竿敲打

黎远!黎远用左臂挡住竹竿!用右拳击打朱某的肋部致其

左肋骨骨折!朱某头上和胳膊也受了伤%打斗结束后!朱某

感觉胸部疼痛难忍!立即打电话报警%

经法医鉴定! 朱某左胸部的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二级)

黎远头部和双上肢的损伤程度构成轻微伤%

%李培友 王坤&

公交司机存侥幸
酒后驾驶出事故

公交司机认为自己有多年驾

车经验!喝酒后心存侥幸以为不会

有什么问题!驾驶公交车上路结果

出了事故 %近日 !江西省武宁县检

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对皮晓琳

提起公诉%

现年
++

岁的皮晓琳有十几年

的驾车经验! 没有出现任何事故!

对县城的路况也了然于胸%他认为

自己驾驶技术一流! 有点飘飘然%

今年
$

月
$)

日! 皮晓琳在亲戚家

吃饭 !席间 !亲戚见其要上班就劝

说不要喝酒!但皮晓琳拍着胸脯说

没事 %随后 !心存侥幸的皮晓琳驾

驶公交车正常上班!当车行至武宁

县城樟林路! 途径一小区门口时!

李某骑电动车从前面对向车道驶

来 % 皮晓琳一时慌乱导致操作不

当! 公交车直接与李某发生碰撞!

两车受损! 李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发生后!皮晓琳赶紧下车打电

话报警 %经鉴定 !皮晓琳血样中酒

精含量为
)"123/""14

%

%袁相峰 幸莉莉&

为保障江西省人民医院等
+

家医院新院区建设依法顺利进行!近

日!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检察院与
+

家医院签订了建设工程职务犯罪

专项预防实施意见$图为该院检察官日前来到江西省儿童医院新院区

建筑工地进行法治讲座$ 本报记者欧阳晶 通讯员龚端阳摄

深入开展以案释法工作 积极推动法治社会建设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就《关于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的规定（试行）》答记者问

"

本报记者 徐日丹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了

*关于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

的规定%试行&+%下称'规定(&%本

报记者就有关问题对最高检法律

政策研究室负责人%下称负责人&

进行了专访%

记者 !请问 !建立检察官以

案释法制度是在什么背景下提

出的)

负责人 !*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提出,实行国家机关-谁

执法谁普法( 的普法责任制!建

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

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 % 曹建明

检察长在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 ! 也明确

提出要建立检察官以案释法制

度 % 这里所说的检察官以案释

法制度 ! 是指由检察官结合检

察机关办理的案件 ! 围绕案件

事实 & 证据 & 程序和法律适用

等问题进行释法说理 & 开展法

治宣传教育的活动%

记者 !在您看来 !建立检察

官以案释法制度具有怎样的现

实意义)

负责人!建立并实行检察官

以案释法制度!是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健全

普法宣传教育机制的重要内容!

也是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

用&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途

径 %首先 !检察官以案释法是检

察机关落实普法责任制的重要

举措%普法宣传教育是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一项基础性工程!需

要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全社会

力量共同参与%由检察官结合典

型案例开展释法说理!能够充分

发挥检察官的职业优势和专业

特长!提高以案释法的针对性和

说服力!增强法治宣传教育的实

际效果 %其次 !检察官以案释法

是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促进

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通过开展

检察官以案释法!有助于当事人

等诉讼参与人及时 &全面 &准确

理解检察机关司法办案行为和

所作有关决定的法律政策依据!

尽可能做到服判息诉 & 案结事

了 ! 进而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

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第三!检

察官以案释法是检察机关规范

自身司法办案行为的重要方式%

以案释法制度建立后!通过强化

检察官在司法办案过程中的释

法说理责任!有效构建起检察官

与诉讼参与人以及社会公众的

交流沟通机制!客观上也有利于

加强对检察官办案活动的约束

和监督!有利于促进检察机关切

实做到严格公正规范司法%

记者 !据了解 !检察官以案

释法制度建立之前!检察机关就

很重视释法说理工作!请问相关

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取得了哪些

积极效果)

负责人 !是的 %检察机关始

终高度重视在司法办案过程中

加强释法说理工作 ! 早在
$"//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制定下发

了*关于加强检察法律文书说理

工作的意见 %试行 &+!对各级检

察机关开展法律文书说理工作

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此基础上!

各地各级检察机关结合自身实

际!不断探索加强释法说理的有

效方式!特别是针对容易造成当

事人或者社会公众产生质疑&影

响社会稳定和司法公信力的案

件认真加强释法说理工作!取得

了积极成效%如近年来一些地方

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做好对不捕

不诉决定的释法说理工作!根据

案件不同情况采取告知说理&口

头说理 &文书说理等方式 !既有

效化解了当事人的对立情绪!又

赢得了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取得了良好的释法说理效果%如

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在办

理社会关注的-陆勇妨害信用卡

管理和销售假药案 (中 !在对犯

罪嫌疑人陆勇作出不起诉决定

的同时!还同步发布了不起诉决

定释法说理书! 从事实证据&法

律适用&刑事政策等多个角度阐

述了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具体理

由!充分展现了检察机关秉持理

性平和文明规范的司法理念和

严格公正司法的良好形象!实现

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

统一%在结合司法办案加强释法

说理的同时!各级检察机关还注

意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积极承担

应尽的社会普法责任% 近年来!

各地各级检察院紧紧围绕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通过深入推进法

律进社区 &进农村 &进校园等活

动以及加强案件信息公开&发布

典型案例&举办-检察开放日(等

多种方式!有针对性地普及法律

知识 !弘扬法治精神 !宣传法治

文化!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知法懂

法守法 ! 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

果%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

应看到!当前检察官以案释法工

作还存在一些需要加强和改进

的地方!特别是在以案释法的方

式&内容&机制&责任等方面还缺

少明确规定和统一要求!影响了

各地开展这项工作的实际效果%

记者!正如您所介绍的!'规

定(的适时出台!将为各地各级检

察院开展以案释法工作提供统一

规范的制度依据$ 请问! 按 '规

定(!检察官以案释法的对象是如

何确定的!出于怎样的考虑)

负责人!根据以案释法的对

象和不同工作要求 ! 可以把检

察官以案释法分为向诉讼参与

人以案释法和向社会公众以案

释法两种类型 % 前者主要是在

办案过程中根据工作需要或者

应当事人等诉讼参与人请求 !

针对案件办理过程中的特定问

题进行释法说理 ! 及时回应其

对案件办理提出的疑问关切 !

提高司法办案的透明度和公信

力 ) 后者主要是由检察官结合

检察机关办理的典型案例开展

法治宣传教育 ! 通过以案释法

增强群众法治观念 ! 弘扬社会

主义法治精神 ! 提高全社会法

治建设水平%

记者!关于检察官以案释法

的内容!'规定(是如何规范的)

负责人!关于向诉讼参与人

释法说理!*规定+明确提出应当

针对检察法律文书&有关处理决

定的重点内容!以及办案过程中

诉讼参与人要求&申请&质疑&举

报 &控告 &申诉的重点问题进行

分析论证 &解释说明 !以增强以

案释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向社

会公众以案释法!强调应当根据

案件的性质特点!重视发挥以案

释法的引导 &规范 &预防与教育

功能!增强以案释法的法治宣传

效果%但是!*规定 +对以案释法

内容也做了相应的限制!主要是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人民检

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试

行 &+要求 !明确了两类情形 ,一

是对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其

他依照法律法规和检察工作规

定不得公开的信息!明确规定不

得泄露)二是对案件涉及的当事

人隐私& 未成年人犯罪等信息!

应当采取必要方式进行处理!防

止对当事人及其家属名誉&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造成损害%通过上

述规定!确保以案释法活动依法

进行!防止造成负面社会效果%

记者 !那么 !提出以案释法

的时机又该如何把握)

负责人!*规定+针对不同类

型的以案释法在时间上提出具

体要求 % 其中对正在办理的案

件 ! 规定可以针对诉讼参与人

提出的请求 ! 结合办案进程适

时向诉讼参与人释法说理 % 同

时考虑办案过程中 ! 可能会出

现社会舆论高度关注 & 当事人

情绪激烈等影响办案的特殊情

况 ! 为充分发挥以案释法在释

疑解惑 & 化解矛盾等方面的特

殊功能 ! 规定必要时应当立即

启动以案释法工作%

记者!向诉讼参与人以案释

法与向社会公众以案释法在方

式上有什么不同)

负责人!向诉讼参与人以案

释法!*规定 +明确了书面 &口头

两种方式!检察官可以在法律规

定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

定采取何种方式%同时为了加强

释法说理的严肃性和规范性!明

确规定进行口头释法说理的!应

当做好记录%关于向社会公众以

案释法 ! 根据其对象和工作特

点! 在方式上应当更加灵活&多

样!*规定+根据中央有关部门关

于普法工作的规定!同时结合近

年来检察机关在新闻宣传&信息

公开以及案例指导等方面的工

作情况及有效经验!列举了向社

会公众以案释法的五种主要方

式 !同时规定了概括条款 !实践

中各级检察机关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选择&探索适合自身工作需

要的具体方式%

记者 !可以说 !'规定 (对检

察官以案释法工作涉及的重点

问题都予以了明确和规范$在您

看来!'规定(的试行将产生哪些

积极作用)

负责人!这次发布的*规定+

共
/+

条! 从内容上看主要有以

下几个特点,一是检察官承担的

以案释法义务更加明确 % 按照

*规定+要求!检察官应当结合办

案加强释法说理!以案释法成为

检察官的分内职责而不再是可

做可不做的事情%*规定+第四条

提出了检察官应当向诉讼参与

人开展以案释法的三种情形!即

法律文书说理&应诉讼参与人请

求释法说理和特定情况下的主

动释法说理!检察官对其正在办

理的案件!原则上只要符合规定

情形!就应当及时开展以案释法

工作%二是以案释法的内容要求

更加规范%*规定+既从正面阐述

了以案释法的重点内容!也从反

面提出了对释法内容的限制要

求%*规定+第七条明确要求检察

官以案释法不得泄露国家秘密

等不得公开的信息!同时对案件

涉及的当事人隐私&未成年人犯

罪等信息要进行必要处理!确保

以案释法活动依法进行和取得

良好社会效果%三是以案释法的

工作机制更加完善%*规定+第十

条根据以案释法工作需要!对相

关部门承担的职责任务作出合

理规定 !既明确分工 &又强调配

合!推动以案释法各项工作真正

落到实处%同时*规定+第十一条

还明确了以案释法的批准程序!

切实加强对以案释法工作的指

导 &把关和监督 !确保以案释法

工作依法规范进行%四是以案释

法的奖惩机制更加健全%*规定+

第十二条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建

立健全检察官以案释法工作激

励机制 ! 第十三条明确了检察

官在以案释法工作中违反规定

或者因自身过错等原因造成不

良后果应当承担责任的具体情

形 ! 这些都有利于增强检察官

在开展以案释法工作中的事业

心和责任心 ! 促进以案释法工

作的健康发展 % 当然 ! 一项制

度能否发挥作用 ! 关键还在于

能否得到有效落实 % 最高人民

检察院在发布*规定+的同时!还

专门下发通知!对各级检察机关

扎实推进以案释法工作提出明

确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认真按

照最高检统一部署!结合工作实

际 !采取有力措施 !通过不断提

高思想认识& 严格工作责任&健

全工作机制& 创新工作方法!推

动检察官以案释法工作的全面

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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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晶热线”
进村讲法

今年
%

月以来!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检

察院*晶晶热线#工作室检察官利用农闲时间为

村民提供法律服务+图为近日!工作室检察官来

到城厢镇十八湾村进行法治宣传$

本报记者傅鉴 通讯员封晋摄

福建云霄：

“三查三看”查摆问题
本报讯 "记者张仁平 通

讯员李榕 郑贤方$ -在办理

吴某故意伤害案中! 建议法院

适用简易程序后未告知犯罪嫌

疑人有关规定& 办案系统中强

制措施的决定机关漏填% (这是

日前福建省云霄县检察院开展

规范司法行为个案集中评查的

一幕%

云霄县检察院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

治工作开展以来!该院以查摆和

解决问题为导向!进行-三查三

看(!即查业务系统!看网上司法

办案问题)查案件质量!看实际

司法办案问题) 查办案安全!看

安全事故隐患% 对每一流程&每

一环节作全面-扫描(!让检察工

作规范落实到每一个细节%

该院开展的网上司法办案

评查! 采取科室自查与组织相

关人员抽查的形式! 发现案卡

信息漏填& 文书制作不严谨等

不规范问题
/"

余处!案管部门

向相关业务部门发出整改建议

+

份%个案集中评查是对问题较

为突出的案件作 -麻雀式解

剖 (!形成个案剖析报告 !对共

性问题研究建立健全制度规

范!对个性问题督促整改% 今年

以来! 该院已对
*

起案件进行

个案剖析!查摆出
/+

个不规范

问题进行整改% 在查摆办案安

全隐患时!列明检查事项清单!

开展常态督察和突击检查 !主

要对自侦案件是否制定办案安

全防范预案& 看审及审录是否

分离等逐条对照检查%

该院干警小汤表示! -三

查三看( 就像显微镜! 一些不

经意的行为在查摆中无处遁

形! 提醒干警要严格遵循每项

办案程序%

江苏检察机关对李征琴涉嫌故意伤害案提起公诉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贾阳$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

悉!

%

月
$"

日!李征琴涉嫌故意伤害犯罪一案!由江苏省南京市浦口

区检察院依法向浦口区法院提起公诉%

相关链接 今年
)

月
$

日! 南京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接到辖区某

学校老师反映!儿童施某身上有多处表皮伤!怀疑系遭其养母殴打所

致$

)

月
+

日!施某的养母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

留$

)

月
/0

日!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就此案举行审查逮捕听证会!之

后公布不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李征琴的决定$

山西检察机关决定对张越轶立案侦查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贾阳$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

院了解到!

%

月
/0

日!经山西省检察院指定管辖!山西省长治市检察

院决定!依法对山西省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张越轶.副厅级$涉嫌滥用

职权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