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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省启东市检察院干警来到该市吕四港镇码头!对在此

进行短暂休整的启东海洋渔业局执法大队人员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

的"送法上甲板#活动$ 徐德高
!

本报通讯员陈荣 晓微摄

近日! 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检察院预防部门与民行部门联合

开展以"维护司法权威%促进司法公正#为主题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图为该院检察官在青山沟镇满家寨向满族村民讲解如何举报职务犯

罪$ 本报通讯员王平摄

“包袱”变宝贝的秘密
山西孝义：把帮教转化工作做到孩子们的心坎上

本报讯!记者郭洪平" 山西

省孝义市检察院未检工作开展得

不算最早! 但在该省却是后起之

秀" 在被山西省检察院确定为全

省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试点单位

后!今年又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

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

进单位$%%%要知道!这个荣誉即

使在全国检察系统也只有两家单

位获得&前不久!山西省检察院检

察长杨司来到该院调研! 对该院

探索帮教转化#问题少年'的能力

赞叹不已!连声说好&

好到啥程度( 举个例子"最

近三年!该院受理移送审查起诉

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

人!其

中帮教
!!$

人!这些受助孩子绝

大多数都良性回归社会!有的考

入大学!有的成为岗位能手或技

术骨干!重新犯罪的很少&

别人眼中的)包袱'!为什么

到了他们手上能变成宝贝(记者

采访发现!该院在帮教转化 #问

题少年'方面有着自己的 #秘密

武器'%%%秉持真帮教* 不厌烦

的办案理念+立足个案 !采取个

性化帮助挽救方法+坚持全程帮

教*心理疏导*学研结合推进&

高中生小范 ,化名 -因抢夺

被移送该院审查起诉& 有人说!

这孩子完了&但办案检察官调查

后发现! 小范品行一向良好!犯

罪只是一时冲动!且归案后认罪

态度很好!还积极对被害人进行

赔偿并得到谅解& 经综合评估!

该院依法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

并对小范进行帮教&

帮教期间! 检察官每隔六七

天就要了解一下他的学习生活情

况+他有心理或情绪变化!检察官

也能及时发现&小范在学习生活上

遇到难题!也会主动跟检察官哥哥

姐姐进行倾诉&最后他以优异成绩

考入该省一所重点大学&

每个受助的孩子几乎都有

类似经历"刚开始!有点倔强*不

服气!到后来!大都变得懂事*听

话&)你真不真心!孩子最明白&'

该院检察长王贵勇深有感触地

说&近年来!孝义市检察院在帮

教转化涉罪未成年人方面可谓

硕果累累%%%建立了 )六个一'

工作法!即一本书*一封信*一协

议*一回访*一活动*一档案 +联

合该市其他政法部门共同出台
%

个规范性文件+创立)耕心苑'心

理疏导中心 + 还与山西大学合

作!进行未成年人犯罪预防课题

研究+在全市中小学开展 )法治

进校园'活动等 !把帮教转化工

作做到了孩子们的心坎上&

今年以来!孝义市未成年人

刑事发案率大幅下降 & 截至目

前! 该院受理相关案件只有
!&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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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据该院未检科科长郭

志萍透露! 这个数字比
'#!'

年

同期减少了
&'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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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比去

年同期也少了近一半 &)发案越

少!越说明咱的工作有意义&'该

院副检察长任晓红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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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检察机关】

推进规范司法制度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赵安金" !对违反"八项禁令#的行为"零容忍$%让

&八项禁令$成为办案人员绝不敢触碰的&高压线$'(近日%云南省检察

机关召开的规范反贪办案工作座谈会上%该省检察院检察长王田海再

次强调要认真学习最高检!八项禁令('今年以来%该省检察机关反贪部

门在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中%坚持边查边改%针对查摆出的司法

不规范的突出问题%大力推进制度建设'云南省检察院自侦)公诉)案管

等部门建章立制
(

项%列入计划
'#

多项*玉溪)普洱)楚雄等州市检察院

相继出台了相关制度%推动司法规范化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清河县检察院】

强化案件管理促进司法规范
本报讯!通讯员王双超" 河北省清河县检察院今年以来以强化

案件管理为抓手%切实提高办案质量%提升司法规范化水平'该院严

抓案件入口关)案件分流关)期限预警关)结案审核关%在会同公安机

关完善案件移送标准的基础上%严格做到案件接收后即时录入)快速

扫描)当天分案%在案件审结入卷前对案卡信息)法律文书)办案流程

等进行逐案审核'同时%建立随机抽查)重点评查和专项评查相结合

的案件质量评查制度%截至目前已评查案件
%)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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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发现瑕疵

!&

处%督促相关部门及时进行了整改'

【宜城市检察院】

涉农职务犯罪调查报告获肯定
本报讯!郭清君

&

通讯员周宜 蒋长顺" !检察院的这份调研报

告%无论是查找的问题%分析的原因%还是提出的对策都对我市加强涉

农管理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近日%湖北省宜城市委书记李诗为宜城

市检察院报送的+关于涉农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分析报告,点赞'

'#!&

年以来% 宜城市检察院立案查办涉农领域职务犯罪
'#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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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该

院坚持惩防并举%在查办涉农领域职务犯罪的同时%采用检察建议)专

题讲座等形式开展多种多样的职务犯罪预防%收到良好效果'

【巫溪县检察院】

突出查办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
本报讯!沈义

&

通讯员谭小兰" 今年以来%重庆市巫溪县检察院

加大力度惩防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该院通过挖窝查串)重点治理

等方法%集中力量突破了一批重点领域窝案串案'截至目前%该院已

立案查处发生在涉农惠农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
!&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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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涉及国

家种粮直补)扶贫项目开发)农田水利建设等重点领域'此外%该院还

结合本县实际制定了 +集中惩治和预防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工作

实施方案,%突出查办该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取得良好效果'

【淮滨县检察院】

多举措护航企业发展
本报讯!高传伟

&

通讯员李家银 李富强" 今年以来%河南省淮

滨县检察院积极开展!三个百企(活动%护航企业发展'一是通过为企

业提供法律咨询等方式%畅通检企联系渠道'二是通过指定企业联络

员%定期到企业进行走访%建立服务企业!绿色通道('三是为企业干

部职工上法治课)赠送普法读物%让企业职工对自己的权益有更加清

晰的认识%并懂得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我办案你监督
镇江京口：建立司法办案

社会评价体系
本报讯 !通讯员杨钰 王

旭" )这是刑事案件,涉案人-

社会评价表! 请你对我们今天

的讯问是否规范文明进行评

价&'近日!在江苏省镇江市看守

所讯问室! 镇江市京口区检察

院侦查监督科副科长袁明递交

给犯罪嫌疑人马某一份表格!

并耐心细致地说明评价内容&

这是该院制定的 .司法办案社

会评价办法/正式实施后!办案

检察官必须履行的一道程序&

为使群众对检察院办案

行为进行全方位监督!

'#!"

年

!#

月!该院制定了.司法办案

社会评价办法/&.办法/ 规定!

承办人需在办案过程中全面收

集包含当事人* 特邀第三方人

员等相关社会人员评价意见&

该院分类设计了 .公诉案件讯

问* 询问人员社会评价表/.侦

监部门刑事案件&涉案人'社会

评价表/.辩护人社会评价表/

.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社会

评价表/ 等
"

种表格! 由被讯

,询-问人员*辩护人和社会第

三方人员分别填写评价&

为弥补以往 )评价靠感

觉')打分靠印象'的不足!.评

价表/专门设置对讯问犯罪嫌

疑人! 询问证人* 被害人!搜

查*调取*查封*扣押证据等
!#

个关键环节进行细化打分!进

一步推动了检察人员更加自

觉注重和规范司法言行&

群众评价不是 )一评了

之'

+

)重头戏'还在后头&据了

解!该院将群众满意度测评情

况评定分为 )满意 ')基本满

意'和)不满意'三个等级 !记

入检察人员司法档案&按照不

同等级!进行褒奖 *离岗培训

或责任追究等处理&

)这一做法! 旨在用民意

调查反映群众真实感受!衡量

检察工作成效&' 该院检察长

方红卫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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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可获百万利润的采购项目!

骗取朋友钱财& 近日! 江西省鹰潭市

检察院以合同诈骗罪批准逮捕犯罪嫌

疑人杨志环&

杨志环原是鹰潭市某地质勘查队

职工! 曾因犯抢劫罪获刑六年&

'##&

年! 服刑期满的

杨志环回到鹰潭做起了小本生意& 原本生活走上正轨

的他! 却常常做着发财梦& 于是! 他打起了朋友王某

的主意&

'#!"

年底! 他对王某说! 自己已得到原单位

领导的承诺 ! 可以做有
(*#

万元利润的福利采购项

目& 同时! 杨志环伪造了原单位
'#!"

年的采购清单&

王某没有怀疑他! 随即与杨志环签订了合同! 并付款

!!#

万元& 杨志环则拿着这笔款项用于个人买房* 购

车&

今年
"

月 ! 王某依合同向杨志环讨要本金及利

润! 杨志环以各种理由推脱& 无奈之下! 王某报警&

到案后! 杨志环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刘秋有 李逢源 谭景芳'

酒驾致人死亡
肇事司机获刑

一男子酒后驾驶小轿车 ! 与

前方同向行驶的自行车碰撞 ! 造

成被害人当场死亡 & 近日 ! 经安

徽省郎溪县检察院提起公诉 ! 法

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张伟

有期徒刑三年零三个月&

今年
*

月
(

日晚 ! 张伟喝完

酒后驾驶小轿车 ! 沿该县伍员路

自东向西行驶至义乌商城南大门

处 ! 因超速行驶 ! 与前方同向行

驶的自行车碰撞 ! 造成骑自行车

的张某当场死亡 & 事故发生后 !

张伟驾车逃离现场& 约一小时后!

张伟在亲属的陪同下到郎溪交警

大队投案自首 ! 并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 & 经检验 ! 张伟血液酒精

含量为
!"!,-.!##,/

! 属醉酒驾

驶 & 案发后 ! 张伟与被害人及其

亲属达成民事赔偿协议 ! 并得到

被害人亲属的谅解 & 鉴于此 ! 法

院作出上述判决&

&费玲 郑欣'

梦想发财入传销 为提“业绩”骗同学
为提高)业绩'!竟将一同学骗

入传销组织并限制人身自由&近日!

经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检察院提起

公诉!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分别判处

许昶*王珑*张玉娇等人一年至七个

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张玉娇等人都来自陕西农村&

'#!"

年
!#

月! 梦想发大财的张玉

娇在老乡许昶的游说下! 加入了由

许昶负责的邵阳市一个传销分点!

并很快成为)得力骨干'&田某是张

玉娇的初中同学! 一直对其有爱慕

之情!而张玉娇一直没有答应&

'#!"

年
!'

月!为提高)业绩'!张玉娇一

反常态!主动给田某打电话!让田某

开心不已&几天后!张玉娇把田某骗

至他们的传销分点!让人看管起来&

在许昶安排下! 王珑等传销人员轮

流给田某)上课'!灌输传销思想!田

某稍有不从则拳脚相加& 半个月之

后!周围群众觉得张玉娇出入异常!

便向公安机关报案&民警及时赶到!

将田某解救&

&彭燕如 彭宏发'

与公交司机起争执 不顾后果抢方向盘
喝醉酒后与公交车司机起争

执!一怒之下抢夺方向盘!致使公交

车失控撞向路边树木&近日!经江苏

省沭阳县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依法判

处被告人刘成洋有期徒刑三年零二

个月&

今年
'

月
'!

日傍晚! 刚喝完酒

的刘成洋乘坐一辆无人售票公交车

回家!因车票找零问题与公交车司机

孙某发生争执&刘成洋一气之下竟冲

向驾驶座夺拽孙某手中的方向盘!致

使正在行驶的公交车失控侧滑撞向

路边树木! 车的反光镜也遭到损坏&

车里
"(

名乘客惊慌不已! 幸好无人

受伤&公交车熄火后!孙某立即报警&

刘成洋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刘成洋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尚未造

成严重后果! 且鉴于刘成洋归案后

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并积极赔

偿涉案车辆的维修费用! 依法予以

从轻处罚!遂作出上述判决&

&宋广超'

展示
近日!福建省长乐市检察

院邀请营前黄石村 "两委(干

部参观了该院院史展览馆和

警示教育基地$

本报通讯员高霞 张艺

芬
&

张仁平摄

冒充村干部 专骗老年人
妻子冒充村干部! 骗取农村老

年人钱财!丈夫则负责接应&日前!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检察院以涉嫌

诈骗罪将许世阳*李沛批准逮捕&

许世阳*李沛二人系夫妻!今年

"

月! 二人来到许昌经济技术开发

区张乡某村!许世阳在路边等候!李

沛则骑着摩托车进村转悠! 寻找作

案目标&很快!李沛进了李大娘家的

院子!称自己是村干部!让李大娘去

村委会领大米和油!交
!###

元押金

就能领
!#

斤米和
!#

斤油! 交得多

领得就多!领完米和油后!再把押金

退给她&听了李沛的话!李大娘也没

有多想! 进屋给李沛拿了
&###

元

钱&拿到钱后!李沛给李大娘开了一

张收据! 与丈夫汇合后迅速逃离现

场&李大娘拿着收据来到村委会!才

发现上当受骗&据了解!二人以同样

的方式又骗取张大爷* 张大娘现金

共计
(###

元&

接到被害人报案后! 公安机关

很快将二人抓获&

&宋二歌 林静'

近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检察机关对新录用干警进行了

集中培训! 内容包括检察机关纪律规范和军事技能等$ 培训采取军

训%观看纪录片%座谈学习等方式!使新录用干警对检察工作有了更

加详细的了解$ 杨英华
&

本报通讯员聂新华 侯德军摄

!上接第一版" 其时田勋红刚刚担

任武昌区检察院民行科科长!在对全

区民行线索进行梳理时!她发现执行

难成为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呼声!个别

法官存在怠于执行的行为!严重影响

了法律在群众心中的分量&

)执行案件如果长期拖而不决!

百姓的判决书就成了法律白条!而法

官是否穷尽了所有可能去办案!当事

人其实一无所知&'

'#!(

年
%

月!万师

傅成为这一制度的第
""

名受益者&

)说明未能执行理由通知书'发

出之后!法院立即重启该案!新的承

办人于第二天就展开对陈某相关账

户的查询工作&高效透明的工作也改

变了万师傅)法律无用'的偏见&

$执行监督室 %对执行

案件贴身监督

'##%

年! 经过田勋红的不懈努

力!武昌区法院负责人与武昌区检察

院达成共识! 同意与武昌区院会签

)说明未能执行理由'工作机制&

很快!法院便最先感受到新机制

带来的效果&一些确实无法执行的案

件经过检察官解释之后!当事人认可

度大大提升!前来法院闹访的现象也

少多了&)检察官的监督一方面督促

我们将工作更加精细化!另一方面对

于被执行人确实不具备财产可供执

行的情况!检察官也帮助做了不少释

法说理的息诉工作&' 武昌区法院执

行局局长王冰深有体会&

'#!'

年! 武昌区检察院与区法

院再次完善这一机制! 双方会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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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武昌法院从被动监督到主

动愿意接受监督的态度!促使)说明

未能执行理由'机制成为武汉市检法

两家共同推广的经验做法&

'#!'

年
&

月!武汉市法院*市检察院共同在武

昌召开)全市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

工作现场会'! 在全市检法系统推广

武昌区检察院与武昌区法院共同制

定的)说明未能执行理由'这一机制&

'#!&

年!民诉法修改!对执行监

督作出明确规定& 在这一背景下!武

昌区检察院与法院再次将)说明未能

执行理由 ' 这一机制向前推进一

步%%%武昌区检察院在法院执行局

设立)人民检察院执行监督检察室'!

每周固定时间检察官会到法院执行

局坐诊接访!对执行案件进行)贴身

监督'&

'#!!

年以来! 田勋红和她的团

队督促法院执行
()

件! 其中向法院

发出 )说明未能执行理由通知书'

'%

份!书面检察建议
'*

份!说理化解息

诉
&"

件! 解决当事人执行回款
''#

余万元&

七年坚持催生国家新规

就法院民事执行活动发出)说明

未能执行理由通知书'! 武昌区检察

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而这一切!离

不开武昌区民行科科长田勋红七年

如一日的付出与努力&

'##*

年
$

月! 田勋红接受了一

位北京申诉人投诉!向武昌区法院申

请执行某公司拖欠的一笔货款!该公

司账号被法院冻结!只等划转!但法

院又突然告知!该公司牵涉另一起经

济纠纷! 钱款不能划转给申请人!且

该公司账号将被解冻&

推翻冻结执行的另一起经济纠

纷案件!从立案到判决只用了几天时

间&为查明真相!田勋红向武昌区法

院发出涉案款项暂缓解冻的检察建

议&法院回函称!田勋红对法院执行

活动监督于法无据&

当时法律的确没有规定检察机

关对执行活动实施监督&田勋红另辟

蹊径!与反渎检察官联手介入该案调

查&真相很快查清"执行法官与律师

勾结!炮制虚假经济纠纷案件&

趁热打铁!田勋红一连查出数起

执行案件中执行法官的非法行为&

面对检察院监督下暴露出来的

事实!

'##%

年
*

月!武昌法院与武昌

检察院联合推出.关于建立说明未能

执行理由机制的办法/& 此后事件的

发展超出了田勋红的预料&

'#!'

年!

武汉市法院和检察院全面推行)田勋

红模式'&

'#!'

年!)两高' 开始在全

国部分城市试点民事执行活动监督

工作& 田勋红敏锐地意识到!)两高'

的民事执行监督试点工作并没有具

体规定监督的细节和方法!)说明未

能执行理由' 机制仍然有完善的空

间&

在这个背景下! 经过多次沟通!

武昌法院欣然接受了田勋红的建议!

邀请武昌区检察院在法院执行局建

立)民事执行活动检察室'!派驻民行

检察官驻点办公!以便第一时间接受

群众来访!根据社情民意为执行案件

进行)贴身监督'&

'#!"

年!)两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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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昌区检察院检察长胡捷说 "

)这种对公平*正义的坚守!是推动中

国法治进程不可或缺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