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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赌友出“老千”拳打脚踢抢赌资
打牌输了钱! 怀疑对手出 "老

千#!便以要回赌资为名强行劫取他

人钱财$近日!犯罪嫌疑人谢鑫%谢

林% 郭伟等
!

人因涉嫌抢劫罪被江

西省兴国县检察院批准逮捕$

今年
"

月
#$

日!谢鑫在街上碰

到刘某等三人!便相约去打牌$一天

下来! 谢鑫共输掉现金
%$$$

元$回

到家后!谢鑫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

认为刘某等三人串通好了出 &老

千#!便将情况告诉朋友谢林$谢林

表示愿意帮忙&出口气#$第二天!按

照事先的计划! 谢鑫在兴国县城一

宾馆开好房! 然后打电话邀请刘某

等三人过来继续打牌$ 刘某等人来

到宾馆还未坐定!谢林%郭伟等
"

人

便冲进房间!对刘某等人拳打脚踢!

逼他们跪在地板上承认打牌作假!

并要求他们 &赔偿 #

&

万元 $刘某等

人共向亲友筹得
#'!

万元现金 !交

给谢鑫等人$

脱身后!刘某等人立即报案!谢

鑫等人陆续被抓获$

!钟文春"

扛着鸟枪胡作非为
触犯两罪被判徒刑

强吃西瓜却嫌瓜不甜!又踩烂

西瓜和瓜藤!并用枪威胁前来劝阻

的瓜农和收购水果的客商$ 近日!

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检察院

提起公诉! 法院以寻衅滋事罪%非

法持有枪支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雷

少明 %雷捷 %雷政等三人一年至八

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雷少明 %雷捷 %雷政系全州县

咸水镇白竹村的农民 $

#$("

年
($

月
%

日 !三人喝酒后 !持两把鸟枪

去山上打鸟 $ 路过一农场的西瓜

地时 !三人进入其中 !若无其事地

品尝起西瓜 $瓜农蒋某上前劝阻 !

三人竟持枪威胁 $吃饱后 !三人又

以西瓜不甜为由 ! 踩烂了一些西

瓜和瓜藤 $ 他们看见有些收购柑

橘的客商准备离开果园 ! 便拦住

客商不准其离开$闻讯而来的村委

会干部和水果客商进行劝阻时!三

人再次拿枪威胁!后听到有人报警

才离开 $数日后 !三人陆续被公安

民警抓获$

!廖维玉 刘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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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驾驶摩托车在宾馆门口险些

相撞!停车理论时惹出事端!一人被打

成轻伤$ 经福建省漳浦县检察院提起

公诉!

%

月
#"

日!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

处被告人陈国军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

月!缓刑二年$

今年
)

月
(&

日
#$

时许!

#%

岁的陈国军驾驶摩托车

途经漳浦县一家宾馆门口的小路时! 差点儿与林某驾驶

的摩托车相撞$

!(

岁的林某见陈国军骑车不靠右侧行

驶! 便说了句 &怎么那样骑摩托车#$ 为此! 二人停车

理论并发生了争执$ 争执过程中! 陈国军向林某头部打

了一拳! 致林某晕倒在地! 陈国军迅速逃离$ 经鉴定!

林某构成轻伤$

案发后!陈国军非常后悔!他与林某达成赔偿协议!

支付了
!'#

万元赔偿款!取得林某谅解$

!陈燕贵 陈岩峰"

为牟利私刻公章 交易时人赃俱获
受他人委托私刻假公章! 交易

时被当场抓获$近日!河南省通许县

检察院以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

对王宝印依法批准逮捕$

#$$*

年! 王宝印因违法买卖国

家机关证件% 印章被行政拘留'

#$(#

年!因犯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

发票罪被法院判刑$ 刑满释放后!王

宝印不思悔改$今年
&

月
(+

日!他受

一个自称通许县计生部门工作人员

的男子委托!伪造了一枚&通许县计

划生育委员会#公章!并谈好以
)$$

元价格交易$

&

月
#)

日
($

时许!在通

许县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门前!王宝

印携带假公章与对方联系交易时!被

民警当场抓获$随后!对方男子的电

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经调查! 通许县计划生育委员

会没有委托任何人刻制公章$目前!

警方正对此案展开进一步追查$

!李刚强 李赞赞"

与父口角心情差 竟然刺伤俩路人
在家喝酒后与父亲发生争吵!为

泄愤竟携带刀具上街伤人滋事!导致

两名无辜路人轻微伤$

%

月
#"

日!湖

南省株洲市芦淞区检察院以寻衅滋

事罪对被告人黄河均提起公诉$

今年
)$

岁的黄河均是株洲本

地人$

!

月
)

日晚!黄河均在家里和

父亲吃饭时! 因为工作上的烦心事

喝了几瓶啤酒! 随后与父亲发生争

执$黄河均一气之下冲出家门!并随

手抓了一把弹簧刀$ 心中一直愤愤

不平的黄河均走到芦淞区一酒店门

口时! 看见一对青年男女从他面前

经过! 男子挠了挠头并往地上吐了

一口唾沫$ 这一举动莫名惹怒了黄

河均!他持刀向男子胸部刺去!同行

女子被惊呆在原地! 黄河均又朝她

肩部划去$

之后!黄河均继续往前走!沿路

又掀翻了路边水果摊! 刺破了停放

在路边的摩托车仪表盘$不久!民警

在现场将黄河均抓获$经鉴定!两名

被害人均系轻微伤! 涉案刀具为管

制刀具$ !易莎娜"

“一站式”服务，让律师感觉“舒坦”
广东广州：律师接待室提供“一站式”服务 天津河北：三项机制保障律师权利
本报讯%记者钟亚雅 特约

记者刘韬$ 近日! 广东省广州

市检察院律师接待室经过一段

时期试运行后正式启用$该市律

师界人大代表及相关部门领导

专门来到现场!参观了律师接待

室运作情况$该接待室集律师接

待%律师阅卷 %申请会见和听取

意见等多种功能于一体!为律师

提供&一站式# 服务$ 接待室配

置高速翻拍仪 ! 律师阅卷的同

时就能获得卷宗的电子版 $ 而

这 ! 仅仅是近年来广州市检察

机关着力保障律师诉讼权益的

措施之一$

据广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陈思民介绍!针对过去一直存在

的职务犯罪案件律师申请会见

难%辩护人意见难以得到办案人

员反馈%律师的阅卷范围和阅卷

时间得不到充分保障等问题!该

院专门出台了(关于规范广州市

检察机关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

行为的若干意见 )和 (广州市检

察机关听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意见工作规定)! 规定律师在侦

查阶段申请会见特别重大贿赂

犯罪案件嫌疑人!检察机关的经

办人员必须在三日内答复'在全

市两级检察机关统一设立听取

意见室!律师可以在侦查 %审查

逮捕%审查起诉阶段和办案检察

官就案件面对面交换意见等$

"律师接待室搭建了律师和

检察官的正常业务往来平台!律

师只要提出约见检察官!检察机

关将在三日内予以安排$* 广州

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黄建水说$

据悉 ! 广州市两级检察院

已经建成听取律师意见室
#&

间 ! 截至
&

月底已安排接待要

求听取意见的律师
#!"

人次 $

广州市检察院和该市律师协会

建立了专题工作会议以及座谈

会工作机制 ! 并通过律师问卷

调查等手段 ! 分析保障律师执

业权利方面存在的问题 ! 有针

对性地予以解决$

本报讯"记者张宁 通讯员

高伟$ &参加检察开放日之前!

我特地问了一位同事!在河北区

检察院阅卷的情况怎么样+他说

很,舒坦-$*近日!在参加天津市

河北区检察院面向律师界举行

的检察开放日活动时!潘律师这

样说$近年来 !该院在司法办案

中一直重视与律师的交流协作!

采取多种措施保障律师依法执

业权利$

针对律师"阅卷难*问题!早

在
#$(#

年
%

月! 该院就成立了

案件管理中心 ! 统一受理辩护

人% 诉讼代理人的诉讼请求!并

新建了独立律师阅卷室!购买专

门设备推行电子阅卷!优化律师

阅卷服务$为便于律师预约阅卷

时间!该院又开通"河北案管*律

师接待预约微信号!律师可以
#"

小时全天候预约阅卷时间$

同时!该院积极转变司法理

念 ! 建立律师权利保障三项机

制$具体为 .建立辩护人告知制

度!制定 (辩护人告知书 )!及时

将案件在检察环节的情况通知

辩护人'完善辩护人和诉讼代理

人接待制度 !制定 (保障律师依

法执业规则 )等文件 !规范律师

阅卷内容! 细化律师接待流程'

健全听取律师意见制度 ! 公诉

科%侦监科结合工作实际 !就主

动听取律师意见的形式%内容和

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 同时!该

院主动加强与辩护律师的沟通!

制定(听取律师意见表)!听取辩

护人在阅卷后对案件事实和证

据的意见$

为更好地倾听律师对检察

工作的意见建议!该院还定期针

对律师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组

织律师实地参观案件管理中心%

办案工作区% 远程视频接访室%

未检阳光工作室等!详细介绍检

察工作!并就如何加强和改进检

察工作%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等问

题听取律师的建议$

&今后! 我院将进一步加强

检察官和律师之间的支持配合!

落实好关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的一系列规定!保持良好的检律

关系$* 河北区检察院检察长韩

东说$

%

月
#)

日#江苏省常州市

检察院与中国邮政集团常州

分公司联合举行 $预防邮路%

启动仪式&该项活动利用邮政

员工走千家' 进万户的优势#

开展多种形式的预防职务犯

罪宣传#形成覆盖城乡的职务

犯罪预防网络&

本报通讯员皇甫冰摄

摆脱心理包袱
"

本报记者 唐 琳

通讯员 彭 敏

&办案人的工作让我承担起

责任!通过赔偿我也摆脱了多年

的心理包袱$*近日!在山东省费

县检察院派驻费城检察室!过失

将人撞伤的张某终于舒了一口

气$山东省检察院民行一处检察

官刚刚在这里进行了一场公开

宣告!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

年!赵某被张某骑摩托

车撞伤! 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

张某的摩托车受赠于吴某!实际

车主仍是吴某$交通事故责任认

定书认定张某负主要责任$赵某

起诉到法院!要求张某进行人身

损害赔偿! 吴某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判决张某承担赔偿责

任!吴某不承担连带责任 $赵某

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亦认为

吴某不应承担连带责任$赵某遂

向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申请$

山东省检察院民行一处认

为 ! 吴某将车辆赠予并交付给

张某 ! 张某已是实际车主 ! 吴

某对事故的发生不应承担连带

责任 $ 法院判决并无不当 ! 应

作不予支持监督决定 $ 但此案

已过申请强制执行期限 ! 如果

单纯作出不支持监督决定 ! 赵

某可能拿不到赔偿款 $ 因此 !

案件承办人在督促张某承担赔

偿责任的同时 ! 将吴某不需承

担连带责任的法律规定向赵某

详细解释 $ 最终 ! 双方自愿达

成和解协议 $ 检察官特意派员

赴离双方都较近的费城检察室

进行检察宣告$

“你们的结对帮教让我受益匪浅”
浙江慈溪：成立花季关护工作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本报讯"记者屠春技 通讯

员岑瑾$ &亲爱的检察官阿姨!

我是小鑫!化名"!现在是一名大

学生 $ 回首往事 ! 历历在目 !

尤其是你们的结对帮教让我受

益匪浅! 使我努力改掉各种坏

习惯!让我重新做人//*近日!

浙江省慈溪市检察院未检科的

检察官收到了一封来自大学校

园的信$

那一年! 小鑫还在读职高$

一次与朋友小瑞逛街时!他看到

一个相熟的女生与一名陌生男

生有说有笑!立即打电话告诉了

对该女生有好感的小陈$小陈心

生嫉妒!赶来同小瑞%小鑫一起

殴打了这名陌生男生!造成对方

轻伤$

案件移送到慈溪市检察院

后!承办检察官了解到小鑫还在

读书!尚未成年!平时讲义气!性

格有点叛逆$案发后小鑫真心悔

罪!其父母明确表示愿意对被害

人进行经济赔偿并严加管教儿

子$鉴于此!该院从教育%挽救的

目的出发!对其作出附条件不起

诉决定!并设置了
&

个月的考验

期$在考验期内!该院花季关护

工作室成员与小鑫的父母%其所

在学校的老师组成帮教小组!定

期对其进行帮教回访!随时排解

其成长的困扰!并陪同其参加公

益活动% 鼓励其竞选班干部$经

过
&

个月的帮教和考验!小鑫表

现良好!该院对其作出不起诉决

定$案结事未了!该院花季关护

工作室成员继续对其进行跟踪

回访! 巩固帮教成果$

#$("

年
+

月!小鑫被省内一所大学录取$

据悉!为提高学生的法律意

识!有效预防校园犯罪!慈溪市

检察院经过深入调研! 于
#$()

年出台了 (花季关护工作室实

施细则)$花季关护工作室的工

作人员一般由该院未成年人检

察科的检察官及青少年维权岗

的志愿者担任! 通过法治教育

课堂%模拟法庭%问题学生帮教

等形式将普法宣传制度化$

自
#$()

年
"

月以来! 该院

逐步在全市职业院校和外来民

工子弟学校建立了花季关护工

作室!通过讲座等形式开展法治

宣讲
($

余次!受教育学生
"$$$

余人次!并对多名"问题*学生开

展一对一帮教$

【福州市仓山区检察院】

专题警示教育预防村干部腐败
本报讯"记者张仁平 通讯员张爱玉 肖一$ 为促进惠民政策

落到实处!确保涉农资金安全运作!日前!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检察

院决定加强对村干部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他们以专题警示教育轮训

方式!深入辖区主要行政村!通过召开警示教育讲座#搭设宣传展板#

发放宣传手册等工作方式!将涉农职务犯罪的成因#特点#适用的法

律法规以及重点防范环节作了详尽的分析讲解! 以增强村干部法治

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能力"

【黑龙江省检察机关】

启动第三批援疆工作
本报讯"记者韩兵$ $每位挂职干部!都代表黑龙江检察形象!要

把援疆工作作为历练人生#锻炼党性的机会!要像天山雪松#沙漠胡杨

一样奉献边疆"% 在刚刚召开的黑龙江省检察机关第三批援疆干部送

别会上!该省检察院检察长徐明这样叮嘱援疆干部"作为全国
(*

个援

藏援疆省份之一!

#$($

年以来!黑龙江省检察机关共向西藏#新疆对口

受援院派出挂职或岗位锻炼干警
#$

人次" 在抓实干部人才援助的同

时!该省检察机关还以开展业务巡讲的形式进行教育#科技援助"

青海检察机关决定对于小明立案侦查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王地$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

院了解到!日前!经青海省检察院指定管辖!青海省海东市检察院决

定!依法对青海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原党组成员%青海省能源局原局长

于小明!副厅级"以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案侦查!并采

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青海省检察院决定对朱建平立案侦查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王地$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

院了解到!日前!青海省检察院决定!依法对青海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原党组副书记%主任!青海省国资委原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兼青

海省招商局原局长朱建平!正厅级"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

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湖北检察机关决定对赵长生立案侦查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王地$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

察院了解到! 日前! 经湖北省检察院指定管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

区检察院决定! 依法对武汉市青山区政协副主席赵长生 !副局级"

涉嫌滥用职权% 受贿犯罪立案侦查$ 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安徽检察机关对蒋昌盛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王地$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

了解到!日前!安徽省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安徽省宿州市委原

常委%组织部长蒋昌盛!副厅级"决定逮捕$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安徽检察机关决定对惠志刚立案侦查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王地$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

院了解到!日前!经安徽省检察院指定管辖!安徽省安庆市检察院依

法对马钢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惠志刚!副厅级"涉嫌

受贿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上接第一版$海南省法院系统
%

月起实施(海南省法院司法责任制职责清单0试

行1)!共八章四十条!细化了主审法官%合议庭%审委会等审判权行使主体的职

责$上海市检察院则将检察长和检委会的权力范围减少至
(!

项!下降约
%$,

$

加强权力监督 让办案者成为责任主体

有权必有责!在广东%上海%湖北%海南%吉林等第一批司改试点地区!大

部分进入员额的法官%检察官感到&责任大*&担子重*&压力大*$

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审判二庭法官李燕蓉说!以前办案有&拐杖*可撑!

案件怎么办!逐级请示%层层审批$如今!司法责任制倒逼法官不得不丢掉&拐

杖*!想方设法提高自身审判水平$

海南省万宁市法院上半年收案
(!#&

件!结案
($*!

件!结案率
%('(,

!较

往年提高两成多$院长戴义斌说!数字说明法官庭前准备扎实%责任心加强了$

而这些改变都来源于制度建设222逐步完善的内外部监督机制$深圳市

人民检察院将案管部门扩展为业务管理部!采取流程管理%风险防控%跟踪监

督%质量考评等措施!以信息化手段实现对所有案件的集中统一管理!将办案

活动置于有效监督管理之中$

上海市检察院规定!对自侦案件不起诉或撤案的%捕后不诉%诉判不一等

((

类案件每案必查$此外!还在深化检务公开方面下足了&功夫*.除了重视

权利告知%程序%文书公开%重视律师作用外!规定了公开听证%公开宣告处理

结果的案件种类和办理程序$

在此次司法改革中!上海还率先成立了法官%检察官遴选0惩戒1委员会!

其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对法官%检察官严重违纪行为提出惩戒意见!并可以在

一定范围内对违纪法官%检察官予以公开谴责$

此外!群众的反馈往往是最好的监督!也是有效的&防腐剂*$上海市二中

院制定了(案件廉政回访制度规定)!按照&法院牵头%群众参与%共同监督*的

总体要求!向当事人回访法官廉洁司法以及司法作风等情况!以实实在在的

举措践行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确保司法清正廉洁$

排除权力干扰 保证司法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

随着(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领导干部干

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的贯彻落实!

&官员过问案件的现象有所减少!但并没有完全消失*$一些接受采访的基层

法官这样表示$

在司法改革中!&负面清单*&全程留痕*给领导干部戴上了&紧箍咒*$(广

东省健全审判运行机制完善审判责任制改革试点方案)规定!院长%庭长不得

就案件实体处理直接否定或变相干预合议庭的意见'院长%庭长行使案中监

督权!必须全程书面留痕'院长%庭长要对统一裁判标准的尺度担起责任$另

外!上级法院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下级法院个案审理$下级法院原则上只

能就法律适用问题及有特别规定的案件逐级请示$

在上海市二中院!院%庭长对个案进行监督%指导均以主审法官联席会

议%专业法官会议%审委会等组织化的方式进行$院%庭长在会上发表的意见

建议要记入会议记录并归卷或留存!可以倒查到底$

此外!采访中!一些司法人员表示!有时候想坚持原则!最担心的就是被

打击报复$为排除权力干扰!各地也在积极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

保护机制!确保法官依法履职行为不受追究!即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

序!不得将法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职等处分$

&一旦将违反法定程序干预司法的登记备案通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真

正落实到位!那么干涉司法的歪风邪气必然明显收敛!司法环境必然得到有

效治理$*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章友德说$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开通
“预防邮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