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察日报 www.jcrb.com

网聚正义的力量

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

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 www.spp.gov.cn

国家法律类核心期刊

城市电视台专栏联盟 法治中国

法治新闻研究前沿

一本杂志和她所主导的法律生活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主办
!

国内统一刊号：
$,--./-01 !

邮发代号：
-.-23 !

网址：
4445678957:; !

本报联系电话
<=-=>?0?@!"!# !

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电话 （
!"!

）
"#$!%

《检察日报》微博
weibo.com/jiancharibao

《检察日报》微信
公众号：jiancharibao

编辑 郑 智 张 辉 校对 何 欣 杨金辉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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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武汉市民事监督现场会在武昌举行!推广田勋

红创立的执行监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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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武昌区检察院与武昌区法院联合会签#说明未能执行理由$工作机

制%

!%#!

年!武昌区检察院与区法院会签了&关于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

点工作的会议纪要'!对执行监督案件的来源(调阅执行案卷(询问执行人员了解

案情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

年!民诉法修改!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对执行

活动进行监督%同年!武昌区检察院在法院设立执行监督检察室!检察官在执行局

驻点办公!对执行案件进行#贴身监督$%

!%#'

年!最高法(最高检吸纳相关经验!出台&关于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将&要求说明理由通知书'作为民事执行活动

的一种监督形式%

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创新机制! 人民群众就

满意" 长期以来! 现实中确实存在着生效法律文

书执行难的问题" 武汉市武昌区检察院田勋红主

导探索出的 #说明未能执行理由$ 机制! 从制度

上将案件执行过程纳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范

畴! 有效地强化了检察机关对生效法律文书执行

过程的监督! 有效地增强了法院对生效法律文书

执行的力度! 有效地提高了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的

效率%

"

点评

全国人大代表!劲牌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中国保健酒联盟理事长吴少勋

武汉武昌：一份“通知书”让执行案一清二白

#

花耀兰

本报通讯员 吴艳平

武汉的秋天是从闻到桂香

开始的" 江城九月! 街头巷尾

弥漫着桂花特有的芬芳! 行人

的衣袖上似乎也沾染了香气"

&

月末的一个早晨! 万师傅夫妇

就已经站在公交车站前! 准备

搭车前往武昌区法院听取自己

执行案的最新进展" 初秋的清

晨有些微凉! 老两口脸上却有

着难以掩饰的兴奋&&&一起拖

了
(

年的执行案终于有了最新

消息%

#说明未能执行理由通

知书$杜绝#法律白条$

'这是陈某名下银行的开户

情况和钱款金额! 目前账户中

仅有余额
)%%

余元 ! 下一步执

行局将着重调查陈某的账户流

水! 一旦有钱款存入! 将立即

冻结% 请您放心%$ 武昌区法院

执行局监督室内! 万师傅见到

了武昌区检察院的检察官田勋

红! 了解到了自己案件的最新

进展%

'一个执行案件! 拖了七八

年! 找到检察官之后我才弄清

楚案件的真实情况%$ 万师傅口

中 '找到检察官$ 之后的便利!

来源于一份 '说明未能执行理

由通知书$%

这份通知书是由武昌区检

察院发给武昌区法院的!上面显

示!武昌区检察院已经受理万师

傅与陈某执行一案!请武昌区法

院于
#*

日内书面回复此案长久

以来未能执行的详细理由%

'说明未能执行理由通知

书$的创立!始于
!""&

年%

%下转第二版&

烈士纪念日举行敬献花篮仪式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鲜花敬英雄# 浩气存天

地$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

日上午在北

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

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

出席仪式$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6周年
国务院举行国庆招待会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杨维汉 白洁&

&

月
$"

日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热烈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六周年$习近平%李克强%张德

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
++""

多

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共和国华诞$

新疆各族各界隆重庆祝自治区成立60周年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

月
&

日电 %记者吴晶晶 孙铁

翔 刘兵&

+

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周年

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

周年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隆

重举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

央军委发来贺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

央代表团团长俞正声出席庆祝大会并讲话$

屠呦呦等人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

月
'

日电 %记者付一鸣

和苗 &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
*

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 #将

!"+*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

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 表彰他们在

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这是中国科学家因

为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

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通知要求

认真贯彻执行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
本报讯 %记者郭洪平 &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下发通知!

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认真贯彻执

行今年
&

月
+)

日最高人民法

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联合印发

的 )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

利的规定* )下称 &规定'*%

)通知 * 指出 ! 依法保障

律师执业权利! 是落实十八届

四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 的重要内容! 也是一个

国家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 %

)规定 * 是贯彻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要求! 充分发挥律师维护

当事人合法权益( 维护法律正

确实施(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

用的一部重要规范性文件! 对

于促进司法公正( 促进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各级检察机关要组织全体

干警认真学习领会 )规定* 精

神! 了解掌握 )规定* 的各项

要求! 充分认识 )规定* 的重

要意义! 增强贯彻执行的自觉

性! 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部署

要求上来%

)通知* 强调! 各级检察机

关要真正站在全面依法治国全

局和战略高度! 从端正司法理

念 ( 规范司法行为( 改进司法

作风入手! 严格依照刑事诉讼

法( 律师法()人民检察院刑事

诉讼规则 )试行** 等法律和司

法解释的规定! 保障和促进律

师依法执业% 要把 )规定* 的

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 在侦查 (

审查逮捕( 审查起诉( 诉讼监

督等各个检察环节为律师依法

行使知情权( 会见权( 阅卷权(

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权等各项执

业权利提供便利! 认真听取律

师的意见! 切实解决律师 '会

见难$'阅卷难$ 等问题! 促进

公正规范司法% 对于检察机关

工作人员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

讼权利的行为! 严格责任追究!

情节严重的! 依照有关规定给

予纪律处分并通报批评%

)通知* 要求! 各级检察机

关要加强对其他办案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阻碍律师依法执业行

为的法律监督% 修改后的刑事

诉讼法和这次 )规定* 都对检

察机关履行好这方面的职责提

出明确要求% 各级检察机关应

当畅通律师反映问题和投诉的

渠道 ! 对于律师对公安机关 (

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

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提出申诉(

控告的! 要及时调查核实 ! 依

法提出纠正意见% 要进一步总

结经验 ! 探索完善监督机制 !

推动这项工作深入开展%

网上预约阅卷，太方便了

我是福建宇凡律师事务所

的一名律师! 因为工作关系!经

常要和检察院打交道%

前不久!我带着所函及当事

人的授权委托书!来到福清市检

察院检务大厅律师接待窗口申

请阅卷%登记完毕后!窗口负责

接待的检察官随

即帮我联系案件

的承办人! 得到

的答复是承办人

正在看守所提讯

犯罪嫌疑人!'很抱歉!今天恐怕

没法阅卷了!但是我们会尽快安

排你阅卷!届时会电话通知%$当

时!我心里有点失落%正准备离

开时! 接待的检察官又将我留

住+'翁律师!以后您可以在我们

的 ,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

网-上预约申请阅卷功能!这样

就不会无功而返了%$

接着! 他帮我创建了账号!

将我的律师证( 授权委托书(律

师事务所公函扫描上传%'您以

后就可以凭账号(密码登录,人

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不

仅能查询案件的程序性信息!还

能在网上申请预约和会见等业

务%$接待的检察官告诉我!他们

会将网上预约申请事项及时告

知承办人!并在两个工作日内通

过网络(电话或预留电子邮箱等

方式告知预约结果!也可以登录

该系统自行查询预约结果%

以后!我用手机进入到该院

的门户网站和官方微信!都能与

'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

建立链接! 查询程序性信息!进

行阅卷等预约!同时还能通过手

机在该院的'两微一端 $上查看

该院发布的法律文书(重要案件

信息以及对外发布的重要通知

与公告%

想想以后阅卷这么便捷!我

的心情舒畅了许多% 检察院为律

师开通网上预约绿色通道! 不仅

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

也更好地保障了我们的执业权

利%敢于公开(善于公开(主动接

受监督! 并且在严格依照法定程

序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便民利民!

从而提高司法质量及效率! 这正

是检察院规范司法的真正含义%

%福建宇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翁凡&

将不诚信者“逐出门户”
□荣晓月

近日!青岛发生的#天价虾$事件在朋友圈里不断刷屏%目前!

相关部门已对宰客商家下达罚款
&

万元(责令停业整顿并吊销营

业执照的行政处罚+青岛市市北区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人被停职

检查! 市有关部门对物价旅游等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

当地多部门即将联合开展拉网式市场秩序大清查大整顿%

大过节的!谁也不愿看到这样的新闻!更不愿遇上这样的#黑

店$%可每逢节假日!都会出现一些类似的事件!让游客没了好心

情!让本地人觉得丢了颜面!再次引爆社会诚信危机%简言之!让

人心塞%

幸而游客有依法维权意识!事件得以较快处理%处罚(追责(

整顿等措施虽迅捷有力!消减了不少愤怒的情绪!但已经损毁了

的城市形象(市场公信力并不会即刻得以修复%

人无敬畏胡作为! 事无法度无以处% 抓住商机赚钱本无可厚

非!但怎能违背良心坑人,商家的行为

失范警醒我们! 提高经营者的法律意

识!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将不诚

信者#逐出门户$!有关部门还有许多

功课要做%

广东出台意见服务自贸试验区建设
本报讯 %朱香山

(

通讯员王磊& 广东省检察院近日出台了

)关于服务保障中国 .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若干意见*

)下称 &意见 '*! 进一步明确广东省检察机关服务保障自贸试

验区建设的方向和路径! 提升服务保障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水平

和实效! 切实为自贸试验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

司法保障%

)意见* 分为四个部分共二十二条! 坚持以是否符合法律政

策要求( 是否符合自贸试验区建设发展需要( 是否有利于促进

粤港澳深度融合作为衡量检察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 强化服务

大局观念( 宽容谦抑和平等保护理念! 全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 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和公平正

义的司法环境%

)意见* 注重发挥检察工作服务保障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 通过严惩危害社会治安犯罪! 优化自贸试验区建

设发展的社会环境0 通过加大查办生产销售伪劣商品( 妨害对

公司企业管理秩序( 金融诈骗( 强迫交易等犯罪的力度! 优化

自贸试验区内市场经济秩序和市场主体自主发展环境0 通过强

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优化科技创新环境等%

此外 ! 为强化服务保障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长效机制 !

)意见 * 专门提出要紧密结合片区发展实际和司法体制改革 !

建立健全服务保障的组织机构 ! 坚持以服务保障自贸试验区

为主题主线 ! 促进建立健全服务保障的联动机制 % 同时 ! 积

极探索 #互联网
,

检察工作$ 模式 ! 建立健全服务保障的智慧

检察模式%

现场“说”法
河南省西峡县检察院干警近日到南阳职业学院! 为入校新生

上了法治第一课%图为检察干警为学生现场#说$法%

本报通讯员马志全 张宇摄

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苏树林
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 福建省委

副书记(省长苏树林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江西检察机关依法对彭泽洲决定逮捕
本报讯%记者王丽丽&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日前!江西

省检察院依法对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原党委书记(局长彭泽洲

)正厅级*以涉嫌受贿罪决定逮捕%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山东检察机关依法对吴峻崎决定逮捕
本报讯%记者王丽丽&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日前!山

东省检察院依法对山东省济南槐荫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原主任吴峻

崎)副厅级*以涉嫌受贿罪决定逮捕%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内蒙古检察机关依法对杨成林
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案提起公诉

本报讯%记者王丽丽&

!%#*

年
&

月
!-

日! 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原董事长杨成林)正厅级*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犯罪一案!经

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指定管辖!由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检察院向内蒙

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杨成林享有的诉讼

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杨成林!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包头市

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成林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担任呼和

浩特市商业银行董事长(内蒙古银行董事长的职务便利!接受他人请

托!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0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两次

骗取内蒙古银行资金0挪用呼和浩特市商业银行(内蒙古银行大额资

金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