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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审查把关 狠抓流程控制
河南内乡!"三评一督#倒逼干警规范司法

本报讯
!

特约记者汪宇堂

通讯员冯建伟 时锋
"

"监所

科办理的王静波玩忽职守案$卷

中作为证据使用的复印件无调

取人员签名及加盖原单位印章$

情况说明无提取人签名%%&近

日$ 在河南省内乡县检察院组

织的案件评查会上$ 该院对今

年
!

月已办结的
"#

起案件逐

一进行评查通报'

"我们就是要通过讲评(评

估(曝光(晒丑等形式$倒逼干

警规范司法行为$ 确保办理的

每一起案件质量无任何瑕疵'&

该院副检察长袁伟告诉记者'

自今年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

整治工作以来$ 该院侦监(公

诉(案管等三部门联动$建立以

案件评查( 风险评估( 代表评

议( 案件督察为主的 "三评一

督&机制$加大对案件的审查把

关$狠抓办案过程控制$及时发

现和纠正干警在办案中的不规

范行为'

"案件评查&即每月先由业

务部门对本部门办理的案件进

行评查$ 随后案管部门对全院

业务部门办理的案件$从事实(

证据(文书制作等方面$对办案

程序是否合法( 法律适用是否

准确等进行评查$ 分析案件质

量$指出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意

见'"风险评估& 即在评查案件

质量的同时$ 将最易引发信访

风险的六大类案件纳入预警评

估范围$ 明确评查案件的风险

类别和等级$强化源头预防$确

保案结事了'"观摩评议& 即对

正在办理的自侦案件( 普通刑

事案件和民行诉讼监督案件或

者疑难案件$ 每月选出
$

至
%

件$ 邀请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观摩庭审$

从公诉人仪表( 法言法语等方

面进行评议'"案件督察& 即该

院成立案件质量监督小组$对

案件评查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督

察'对需要督察的案件$经主管

领导批准 !重大事项报检察长

批准"后向承办部门发出)案件

督察通知书*$ 明确督察时限$

加强跟踪问效'

+三评一督 & 机制实施以

来$该院已评查卷宗
#&'

余册$

纠正不规范法律文书
#(

次$对

$'

起案件落实了风险评估$组

织了
"#

次案件观摩评议 $对

"!

起意见不一致案件经提交

检委会研究后作出最终决定$

司法办案得到进一步规范'

【中山市检察院】

推行“标识水印”保障电子卷宗安全
本报讯!记者朱香山 通讯员钟荐轩" 近日! 广东省中山市检

察院推行电子卷宗标识水印!进一步规范律师阅卷工作!保障电子卷

宗的保密安全"针对律师阅卷过程中扫描产生的公诉案件电子卷宗!

该院借助制图软件! 将案件代理律师执业证号等特殊标识制成水印

添加于卷宗内页!明确代理律师对电子卷宗的安全保密责任!增强律

师对电子卷宗管理#使用#查阅的安全责任意识!限制和约束传播打

印案卷内容!防止拷贝后违约外传擅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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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读

宾馆开房所为哪般 容留他人吸食毒品
在宾馆开房$ 提供场所供他人

吸毒' 经江西省吉水县检察院提起

公诉$近日$法院以容留他人吸毒罪

判处被告人李军有期徒刑一年$并

处罚金
$'''

元'

现年
$%

岁的李军曾被判过刑$

出狱后无所事事' 此前他一直染有

毒瘾$并因此结识了同样吸毒的罗

某和曾某'

"'#)

年
%

月中旬$李军

在吉水县城某宾馆开房$并经常在

房间里和他人一起"吞云吐雾&'

!

月
#$

日$ 李军再次联系罗某和曾

某 $称自己买到了冰毒 $邀请他们

一起到宾馆吸食' 另外$他还喊上

了黄某和肖某' 后几人在吸食毒品

时$ 被吉水县公安机关现场抓获$

民警还缴获矿泉水瓶 (锡纸 (吸管

等吸毒器具'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李

军的行为已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

遂作出上述判决' !李国民"

小
事
产
生
嫌
隙

报
复
猥
亵
人
妻

只因和别人有矛盾$ 竟然强制猥

亵他人妻子 $ 还造成了轻伤害的结

果' 近日$ 安徽省砀山县检察院以强

制猥亵妇女罪批准逮捕了犯罪嫌疑人

邱晓桥'

邱晓桥今年
)!

岁$ 以务农为生' 今年
(

月
%

日下

午$ 邱晓桥喝了点酒' 此时同村人刘某找到邱晓桥$ 说

李某欺负他$ 让邱晓桥给他出气' 随后两人便来到李某

家里$ 没说几句话$ 邱晓桥就和李某打了起来' 结果$

邱晓桥不仅没有打过李某$ 自己假牙也被打掉了'

邱晓桥认为自己被刘某坑了$ 就去刘某家里找他'

没想到刘某不在家$而刘某的妻子是个智障人'邱晓桥问

了几遍刘某在不在家$刘某的妻子都没有搭理他$邱晓桥

便把刘某的妻子推倒在床上$不顾其反抗$对其进行了强

制猥亵'

经鉴定$刘某妻子伤害结果为轻伤二级'

!朱爱东"

多次服刑不悔改 刑满之后又盗窃
曾因犯盗窃罪$ 三次被法院判

刑'刑满释放后却不思悔改$不到两

个月又重操旧业$ 并专门挑选凌晨

时在网吧作案'近日$江西省南昌铁

路运输检察院以盗窃罪对犯罪嫌疑

人陈胜平提起公诉'

陈胜平没有正当职业$曾于
"''%

年
#"

月(

"'##

年
##

月和
"'#$

年
#'

月因盗窃电脑配件$三次被法院判刑'

"'#)

年
(

月
$

日刑满释放'

"'#)

年

#'

月至
##

月间$他冒用他人身份证$

进入多家网吧$趁深夜无人注意之际$

用提前准备好的工具拆卸电脑主机

箱$盗走电脑配件'其间$他在赣州(吉

安和广东等地先后作案
)

次$ 盗得

*+,

和内存条等物品价值共计
"-(

万

余元' 后陈胜平将上述赃物卖给深圳

某电子商户$获得赃款
#-)

万余元'

今年
$

月
")

日$陈胜平被公安

机关抓获归案'

!周刚 刘振弘"

微信圈里求关注
传播色情法不容

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自己 $

竟在微信圈里上传了大量黄色视

频 ' 近日 $ 河北省邱县检察院以

非法传播淫秽物品罪批准逮捕犯

罪嫌疑人赵援'

三年前 $ 赵援用手机注册了

一个微信号 $ 加了很多好友 ' 今

年
%

月 $ 一个朋友通过微信将赵

援拉进了一个上传黄色视频的微

信聊天群 ' 渐渐地 $ 赵援发现在

群里上传黄色视频就能得到众人

的 "感谢& 和 "点赞&$ 心里十分

羡慕 ' 为让更多的人认识自己 $

当微信群里又有人 "求片 & 时 $

赵援便将自己从别的网站上下载

的淫秽视频上传至群里 $ 果然他

收到了一些人的 "感谢&' 此后两

个多月时间里 $ 赵援用手机向该

群上传了大量视频及图片 ' 经鉴

定$ 赵援上传的视频中有
#'$

个为

淫秽视频'

!刘景亚 徐志超"

客车上结伙抢劫 自首之后又脱逃
结伙在客车上抢劫乘客财物$

投案自首后又逃跑$终被抓获归案'

经湖南省汉寿县检察院提起公诉$

近日$ 法院以抢劫罪判处罗鑫有期

徒刑十年$并处罚金
#-"

万元'

"''#

年
#'

月$ 罗鑫与朋友李

某等人!均已判刑"在家中闲聊时$

众人均表示手头紧张没有钱用$李

某便提议去抢劫从常德开往长沙的

快巴车$其他人均表示同意'

"''#

年
##

月
)

日$ 罗鑫与李

某等人从常德南站搭乘开往长沙的

依维柯客车' 当客车行驶至
$#.

国

道太子庙余家桥路段时$ 罗鑫拿出

随身携带的长刀逼迫司机曾某停

车$ 李某等人也随即拿出刀具和手

铐$ 威胁车上乘客$ 让他们拿出身

上的财物' 抢劫过程中$ 罗鑫( 李

某等人持刀将售票员和部分乘客砍

伤' 最终$ 他们共抢得手机
%

部及

部分现金 $ 价值共计
%'''

余元 '

作案后$ 罗鑫等人立即下车逃离现

场'

案发后$罗鑫逃往外地'李某等

其他作案人员先后被公安机关抓

获$并被依法判刑'

"'##

年
#'

月$

罗鑫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又在取

保候审期间脱逃'

"'#)

年
#'

月$罗

鑫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王钢"

“弟弟已经被解救出来了”
宁夏银川：网上法律服务便民利民

本报讯 !记者单曦玺 通

讯员李萍" "谢谢大家$ 弟弟

已经被解救出来了 ' & 日前 $

网友 "溪子
/012

& 给宁夏回族

自治区银川市检察院官方微博

"

3

银川检察& 发来一条感谢

信息'

今年
&

月
".

日上午$一条

语音私信引起"

3

银川检察&微

博管理员的关注' 私信中$名为

"溪子
/012

&的网友向检察官求

助 ! "我弟弟被骗到银川做传

销$现在被人看管着 $出不来 $

麻烦你们帮我救救他' &"

3

银

川检察& 的管理员立即与对方

取得联系$一边询问具体情况$

帮其梳理有价值的线索$ 一边

向公安部门反映情况'

%

个小时

后$"溪子
/012

& 的弟弟及其他

#!

名传销人员全部被当地警方

解救'

这是 "

3

银川检察& 自开

通以来帮助大量网友解决诉求

的一个实例$ 也是银川市检察

院全方位创建网上网下服务型

窗口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 银川市检察院

在全力打造"建设标准化(服务

亲民化(公开常态化(管理规范

化&服务型窗口的基础上$依托

互联网不断拓展网上服务 $让

群众不出门就能通过手机 (电

脑进入银川市检察院门户网站

及微博 (微信 $进行举报申诉 $

案件信息查询及行贿犯罪档案

查询等'

截至目前$ 该院共处理网

友微博诉求
#%

起 $ 通过微信

发布
"%

期检察信息 $ 内容包

括重大案件聚焦 ( 检务公开 (

法律讲堂( 检察故事( 图说检

察等共
#"%

条'

为生态和食药安全保驾护航
湖北阳新!监督行政机关移送相关案件

)

件
%

人

本报讯 !记者郭清君 通

讯员蒋长顺 陈绪丽 " 为积

极回应群众对改善生态环境 (

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的期待 $今

年
$

月以来$ 湖北省阳新县检

察院开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

项立案监督活动和危害食品药

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

动$ 努力为生态环境和食药安

全保驾护航'

该院先后与县国土资源

局 (林业局 (食药监局等
#&

家

单位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信息共享平台$ 对可能涉嫌刑

事犯罪的行政案件进行网上监

督 ' 同时 $ 建立联席会议制

度$ 对涉嫌危害生态环境和食

药安全的犯罪线索$ 一经发现

及时向检察机关通报备案 $符

合条件的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 并由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

导取证'

今年
)

月
"(

日$ 刘某等
%

人将
)'

余吨有毒有害电子产品

垃圾倾倒在阳新县排市镇王垴

村准备进行焚烧'县环保局收到

线索后及时进行了查处$但对该

案是否涉嫌刑事犯罪没有把握$

于是马上通知检察机关'阳新县

检察院安排专人查阅案卷$经审

查后认为$该案已达到刑事立案

标准$但部分关键证据未调查获

取$遂一方面向环保局送达)建

议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函*$ 建议

将此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另一

方面迅速联合公安机关(环保部

门召开联席会议$分析案情研究

取证'仅仅
"

天后$公安机关决

定立案侦查'目前$此案正在进

一步侦查中'

今年以来$ 该院共监督行

政执法机关移送相关案件
)

件

%

人$监督公安机关立案
"

件
"

人
4

已判决
#

件
#

人'

援助不到位，要迅速纠正处理
江苏宿迁：出台文件防止法律援助“任性打折”

本报讯!记者卢志坚 通讯

员解宝虎 张梅" +张科长$我

认为陆某的年龄证据还不够充

分'&近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陆

某的法律援助律师第三次来到

江苏省泗洪县检察院$与未检科

检察官交流辩护意见'可就在几

个月之前$很少有法律援助律师

会主动前来交流$有的法律援助

律师甚至迟迟不露面' 转变$源

于该院的一份调查报告'

"'#)

年上半年$泗洪县检察

院共审查起诉未成年人案件
"&

件
".

人$先后通知县法律援助中

心指派
".

名律师为未成年人提

供法律援助$ 但其中有
$

人没有

开展任何援助活动$

#!

人没有会

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

人没有

阅卷'据此$该院撰写了)未成年

人法律援助律师怠于履职现象严

重亟待解决*的报告'随后$宿迁

市司法局专门开展了为期一个月

的全市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集中排

查工作'根据调查结果$对
.

名怠

于履职的援助律师予以处分$并

取消相关援助案件的补助费用'

"'#)

年底$宿迁市检察院在

泗洪县检察院发现问题的基础

上$组织专人对
"'#$

年以来全市

未成年人案件法律援助工作开展

情况进行了充分调研' 针对发现

的法律援助律师怠于履职( 各诉

讼阶段律师更换频繁等问题$该

院起草了 )关于规范未成年人法

律援助工作的意见*' 今年
%

月$

在该院积极推动下$ 宿迁市公检

法司等部门共同制定 )宿迁市刑

事法律援助工作实施办法*$规定

在全市建立未成年人案件法律援

助律师人才库$ 各个诉讼环节辩

护律师要+一竿子&到底$建立未

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弹性激励机

制和法律援助律师诉讼权利保障

机制$ 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通报情

况$发现援助不到位不及时的$要

及时纠正和处理'

+现在$ 法律援助律师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都有了显著提

高'& 宿迁市检察院未检处处长

赵静说 '今年以来 $全市检察机

关共受理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未

成年人案件
$(

件
%"

人$通知法

律援助中心后$

%"

名律师为相关

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

助率达
#''5

'

规范司法
获肯定

近日# 吉林省长春市市委政法委领导对该市

检察机关司法规范化建设情况进行专题督导调

研$ 通过听取汇报和参观检务大厅% 办案区等场

所# 督导组对长春市检察院司法规范化建设情况

给予充分肯定$

本报记者秦洪祥 通讯员刘世和摄

黑龙江：严格落实职务犯罪
侦查工作八项禁令

本报讯!记者韩兵 通讯员刘畅"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制定印

发)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八项禁令*!下称&八项禁令'"

以来$黑龙江省检察院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多措并举$严格落实)八

项禁令*规定$提升该省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司法公信力'

据了解$ 黑龙江省检察院要求该省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

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八项禁令*的内容和要求$自觉接受社会和诉

讼参与人的监督$ 不断提高检察机关司法规范化水平' 该院及时将

)八项禁令*的内容(要求通报给人民监督员$请人民监督员监督$推

动职务犯罪侦查行为的规范运行' 主动征求社会各界对检察机关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在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征求意见座谈会上$

该院党组邀请了部分省人大代表和省(市政协委员座谈$请大家帮助

+诊脉&$ 就检察机关在司法中还存在哪些不规范问题以及如何进一

步加强整改$听取意见建议并进行认真梳理$逐条对照$对在工作中

确实存在的问题认真整改落实$推动侦查行为规范运行$确保专项整

治工作落到实处'

同时$黑龙江省检察院拟在
#'

月组建由该院反贪(反渎(控申(

纪检监察( 检务督察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 赴该省
#!

个市分院(

#(#

个基层院就贯彻落实)八项禁令*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检查今年

查办的案件中是否存在违反)八项禁令*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

因$针对发现的问题强化办案措施$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确

保办案质量和效果'

近日#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检察院的青年检察官们来到辖区的

白鹤社区#为独居老人提供老年人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服务$

本报记者屠春技 通讯员关兰摄

【成都市锦江区检察院】

社区开通“阳光检察触摸屏”
本报讯!记者傅鉴 通讯员向静"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检察院在辖区内
(

个街道服务中心开通$阳光检察触摸屏%!包括办事

指南#案件查询#在线预约等八大模块!群众可通过点击该触摸屏获取

检察动态#查询案件进度#预约检察长接待等!实现检察服务#检察宣

传#检务公开到社区"据悉!$阳光检察触摸屏%建成后!该院的新媒体

平台将拓展为$两网两微一端一屏%!即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

网#官方网站#微博#微信#锦江检民通客户端和$阳光检察触摸屏%!实

现$群众到哪里!服务至哪里%的检察服务目标"

!上接第一版"二是支持受害群众向法院提起诉讼,三是鉴于杜某(杜

小某的行为已涉嫌销售伪劣化肥罪$ 向方城县公安局发出了立案建

议'检察院支持起诉的民事部分经方城县法院调解结案$杜某(杜小

某共赔偿受害群众
#'

余万元'杜某涉嫌销售伪劣化肥罪被方城县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这样一来$既有助于恢复生产$又减少了群众

损失'

督促起诉$最大限度保障弱势群体利益

"''(

年
#

月$方城县检察院督促方城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成功

起诉王某等人门面房买卖协议无效案件$ 有效维护了电影公司全体

职工的权益$维护了公平正义'

该电影公司职工反映$ 方城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与王某等人签

订买卖协议$ 在未报上级主管局同意和国有资产管理局审批的情况

下$将该公司在县城黄金地段六间门面房的资产共
#&#-"

平方米$以

$#

万元的价格低价售出$致使电影公司职工后续生活资金(工资待

遇等得不到保障$职工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电影公司职工向有关部门

反映后$长达三年多迟迟未得到处理'

该院获悉该案后$立足职能$指派民行干警介入此案'案件审查

中$根据方城县裕信有限责任公司房地产估价事务所评估报告认定$

所处置的六间门面房按当时领房产证时间估价$ 时值
!(

万余元$造

成国家直接损失
$&

万余元'该院遂启动公益类案件督促起诉办案机

制$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

例*第
)%

条和民事诉讼法第
#%

条规定$向方城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发出督促起诉意见书$督促该公司以公司名义提起诉讼$确认协议无

效'

该公司及时采纳检察机关的督促起诉意见书$于
"''(

年向法院

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协议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判决

协议无效'该公司六间门面房顺利回归'

直接起诉$实现公益类案件的最后救济

+以检察院为原告直接提起公益诉讼$是对那些通过前几项措施

还无法实现公益救济案件采取的$这类案件虽然不多$但其震慑作用

很强$是对前几项措施的有力补充和保障'后来的督促起诉(支持起

诉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 与我们提起的全国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第一

案是分不开的'&方城县检察院检察长李相峰告诉记者'

#..&

年$方城县检察院得到线索$该县某镇工商所负责人做主$

将该所房屋廉价出卖给私人$致使国有资产受到损失'当时在办理这

一案件时$就有人提出了异议$认为办理难度大(案值小$为此提起公

益诉讼+不值得&$但是$考虑到提起本案将对行政不作为(乱作为进

行有效遏制$也是对公众利益的有效保护'因此$方城县检察院果断

提起了公益诉讼并获得胜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