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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随着刑诉法的修改实

施! 非羁押诉讼案件数量不断增长"

以昆山市检察院为例!该院每年办理

的直诉案件约占公诉案件的
!"#

以

上!人数达
$"""

人以上!平均每天有

%

到
&

名犯罪嫌疑人到检察院接受

讯问"

'"$'

年初! 皇甫觉新随团到台

湾地检署考察! 台湾检察官侦讯犯

罪嫌疑人的专用侦查庭触发了他的

灵感"

#办案是第一要务!规范是第一

要求!安全是第一责任$%秉持这一理

念!

'"$'

年下半年!昆山市检察院开

始探索建立公&直'诉办案工作区%

刑事案件办案区在实

践中不断完善

#就核心设计理念而言!公&直'

诉办案工作区是刑事案件办案区的

(前身)"$ 江苏省检察院公诉处负责

人介绍"

当时的公&直'诉办案工作区!以

办理直诉案件为主"直诉案件是指没

有经过逮捕程序!而对犯罪嫌疑人取

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后!直接移送审查

起诉的刑事案件"一般来说!此类案

件的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不大!社会

危害性相对较小"

昆山市检察院的公 &直' 诉办

案工作区采用 *双通道$ 设计! 坚

持 *看+ 审+ 录$ 相分离原则! 实

行 *法警部门日常管理+ 业务部门

规范使用+ 技术部门维护保障$ 的

管理模式" 该院制定了 ,直诉办案

工作区管理及讯
(

询
)

问工作规

程-! 从传唤+ 安检+ 登记+ 等候到

讯问+ 询问的全过程! 都有严格的

制度流程%

在此基础上! 该院又先后建成

了远程视频提审室+ 刑事不起诉检

察庭+ 未成年人温馨谈话室+ 公开

听审室 + 公开约见室等 %

'"$*

年 !

根据实际使用情况! 公 &直' 诉办

案工作区更名为 *取保候审案件专

用审讯室$! 与上述办案场所合并为

*刑事案件办案区$%

如今的刑事案件办案区除讯问

犯罪嫌疑人 ! 询问被害人 + 证人 +

鉴定人! 听取辩护人+ 被害人及其

诉讼代理人意见外! 还可以进行不

起诉公开审查+ 公开宣告! 对涉案

未成年人进行心理辅导! 开展刑事

和解+ 羁押必要性公开审查+ 法律

咨询+ 训诫等%

规范办案凸显法治权威

近日! 笔者在昆山市检察院刑

事案件办案区! 正好遇到犯罪嫌疑

人孙某% 今年
+

月! 孙某违章驾驶

电瓶车倒地! 致使女友死亡! 因涉

嫌交通肇事罪被移送昆山市检察院

审查起诉%

孙某到达办案区后!法警对他进

行身份确认和金属探测!将其随身携

带的打火机+钥匙+手机等物件放入

储物柜做临时保管%接到承办检察官

就位通知后!孙某由候审室进入审讯

室%法警按下录音录像键后!讯问开

始了%

*"

分钟后 !讯问结束 !孙某签

字确认笔录!承办检察官打开门禁系

统%孙某取回私人物品后!由法警驾

驶警务场地车将其送至大门口%

笔者参观办案区看到!讯问人与

被讯问人物理隔开!整个办案区安装

了
*%

个摄像头! 每个区域均有法警

值班%此外!还针对不同人群进行人

性化设计%如针对未成年人设置了法

定代理人+成年亲属+学校代表+未成

年人保护组织代表等席位!针对聋哑

人+外国人专门设置了翻译席!还为

带孩子的母亲开放母婴室!在其接受

讯问+询问或参与听审+约见检察官

时!由工作人员为其看护小孩!让当

事人感受到了尊重%

昆山市检察院办案区投入使用

至今! 已办理取保候审案件
*",+

件

*+''

人!临时保管被传唤人手机+打

火机+小刀等物件
!"""

余件!公开听

审+答复+宣告+训诫
$'"

多件!公开

约见检察官
+$

次%

*办案中! 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

的嫌疑人!有情绪激动的+有心怀恐

惧的+有身患疾病的!伤害或者贿赂

检察官的现象也并非个例%刑事案件

办案区不仅保障人身安全!还为我们

屏蔽了腐败风险点! 这项举措很实

在%$昆山市检察院检察官黄菊说%

!上接第一版"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最高检特约

检察员雷达表示!考题设计反映了最

高检对规范司法行为+提升司法水平

的高度重视% 选手们知识面宽广!现

场反应能力强!整体表现上佳!展现

了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干警

的良好风貌%

笔者还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

象!获得前
$"

名的选手几乎都有多个

岗位的工作经历% 刑事执行检察业务

点多+线长+面广!多个部门的工作经

历!也许是这些选手制胜的关键所在%

考场#严肃考试纪律$

确保公平公正

$"

月
$!

日一整天!笔者的手机

在考场都没有信号%根据安排!这天

要进行本次竞赛的面试!考场安装了

干扰器!手机信号被完全屏蔽%

早上
-

点多!所有入围的考生便

已在考场准备就绪!抽签+登记+宣读

考试规则和考场纪律!一切都按照既

定的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

为确保公平公正! 笔试和面试

均分别抽签! 评委只能被告知考生

的序号! 却无法知晓考生的姓名和

具体单位%

面试的内容为两段视频分析%为

防止泄题!候考考生均集中在一个办

公室等待!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在现场

维持纪律%候考生未到作答时间不得

无故离开!需要上洗手间的安排有专

人陪同.各领队+已作答完毕的考生

以及其他无关人员不得再次进入候

考室/ 由于上午和下午均安排
'"

人

依次作答!上午答题结束后!工作人

员直接将盒饭送进了候考室%

为维护好考场纪律!湖北省检察

院下了不少功夫! 动了不少脑筋!保

证了此次业务竞赛圆满结束%

面试的评分表细分为很多个小

版块! 每个版块对应相应的分数!要

求评委踩点给分.为确保评分尺度统

一!还要求评委在前三名选手作答完

毕后再统一评分!最大限度确保公平

公正%

所有这些! 最终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为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

业务条线选拔出一批货真价实的 *业

务标兵$ 和 *业务能手$! 以先进为

榜样! 营造比+ 学+ 赶+ 帮+ 超的良

好氛围! 促进刑事执行检察事业全面

发展%

江苏昆山：刑事案件办案区规范办案保障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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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线索从这里来
渭南临渭：“两法衔接”机制成为案件线索的源头活水

本报讯!记者党小学
%

通讯员

张蓓" 近日!陕西省渭南市临渭

区检察院在对信息共享平台上的

案件进行审查时发现! 该区食药

监局处罚的一起在面粉中添加国

家明令禁止的有毒有害非食品原

料的行政案件当事人! 涉嫌构成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遂

发出 *建议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的检察建议!这已是该院今年

监督立案的第
+

起食品安全犯罪

案件! 这得益于该院在规范司法

行为专项整治工作中建立的 *两

法衔接机制$%

今年
%

月!临渭区检察院与

该区食药监局建立了,危害食品

药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接工作机制-! 决定搭建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

由临渭区检察院定期对食药监

局办理的各类行政执法案件进

行审查!对涉嫌刑事犯罪而未移

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提出检

察建议!确保行政执法机关及时

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形成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

罪的合力%

*打击食品安全犯罪!检察机

关必须主动作为! 规范刑事立案

监督!加大监督力度% $临渭区检

察院检察长吕晓春告诉记者!食

品药品安全问题多发! 群众关注

度高! 但发现犯罪线索还存在一

些瓶颈! 特别是行政执法机关有

案不移+ 以罚代刑制约了食药安

全犯罪的发现+查处和打击%为破

解此类难题! 检察机关和食药监

部门共同建立了三项制度! 一是

建立工作信息定期交流制度!在

当月的工作信息交流会议上!由

*两法衔接机制$办公室对食药监

局汇总整理的 ,危害食品药品安

全行政执法及刑事犯罪线索情况

统计表-进行初步审查!对于可能

涉嫌犯罪的! 调阅行政执法案件

卷宗了解案情! 并提出书面审查

意见.二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每

季度召开一次联席会议! 对重大

事项及发现的涉嫌犯罪的案件进

行研究! 及时回应热点+ 焦点案

件.三是建立个案跟踪督办制度!

检察机关对于重大复杂或热点案

件及时介入!引导证据的收集+固

定!保证案件办理质量%

*两法衔接机制$ 运行半年

来!临渭区检察院通过这一机制

进行立案监督
+

起!有效破解了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线索发现难

的瓶颈!有力地打击了食品安全

犯罪!保护舌尖上的安全%

【海南省检察院第二分院】

组织庭审观摩促司法规范
本报讯!李轩甫

%

通讯员刘洪记" 近日!海南省检察院第二分院

组织开展庭审观摩活动! 旨在通过观摩活动促进该院公诉部门针对

该院在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中查摆出的问题! 进行有针对性

的学习整改"在观摩结束后!参加观摩的检察干警就观摩案件的起诉

书书写质量#规范用语的使用#举证质证#临场答辩等内容进行了评

析" 此次观摩活动既是对该院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落实情况

的一次检验!也是促进干警提升公诉能力的一次教学实践!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检察院】

开展拆迁领域职务犯罪预防活动
本报讯!单曦玺

%

通讯员杨敏娜"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

市大武口区检察院干警前往该区星海镇开展征地拆迁领域预防职务

犯罪警示教育活动"干警们结合土地征用#拆迁环节中职务犯罪的风

险点#关键点和发案的症结点!为机关干部#村干部及特殊岗位上的

重点人员讲授廉政课"下一步!该院还将通过召开座谈会#参观警示

教育基地#设立联系点等措施!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

【海城市检察院】

多举措确保“以案释法”落到实处
本报讯!通讯员钟宇" 近日!辽宁省海城市检察院的干警来到

该市析木镇松树沟村!为村民讲授$农机补助及涉农专项资金专款专

用%专题法治讲座"近年来!该院通过组建&法律六进'宣讲队伍#开展

&释法说理岗位练兵'等活动!推动&以案释法'落到实处"两年来!该

院共开展以案释法讲座
',

场!组织公益普法活动
*"

余次!发放各类

宣传材料
!

万余份!接受法律咨询
!""

余次!受理职务犯罪线索
'"

多个!起到了良好的法治宣传效果"

【云南省检察院】

举办检察宣传骨干实务培训班
本报讯!何斌" 为顺应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格局的深刻变化!近

日!云南省检察院举办了全省宣传骨干实务培训班!来自该省三级检

察院的
'""

余名检察干警参加了培训!云南省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肖

卓出席开班仪式"此次培训通过专家授课#互动交流#实训点评等形

式!对新媒体运用#涉检网络舆情联动处置#新闻稿件采写#新闻发言

人制度#新闻摄影等内容进行了全方位的培训!受到了学员的好评"

近日!河南省鹤壁市检察机关"送法进社区#宣讲活动在该市淇

滨区拉开帷幕$豫剧%女检察官&'小品%神秘的面纱&等
-

个节目均由

该市检察机关根据真实案件改编而成!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图为豫

剧%女检察官&$ 本报通讯员赵宝仓 于红旗摄

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检察院在深入基层赠阅预防手册' 举办预

防讲座的同时! 于日前在该区高安社区组织开展预防职务犯罪法律

知识竞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吴贻伙摄

近日! 江苏省靖江市检察院邀请专家为该院全体党员上了一堂

"心动党课(!教育广大党员干警要将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付诸行动!积

极投身检察事业$ 本报通讯员苏振东摄

“我们的执业权有了保障”
山东滕州：明确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责任主体

本报讯 !郭树合
%

通讯员张

涛 刘良蒙" *再也不用为了

收集证据来回跑了! 在这里阅

卷+ 会见既省时又省心! 我们

的执业权也有了保障%$ 近日!

刚从山东省滕州市检察院案管

中心阅完卷宗的郭德胜律师兴

奋地说%

走进该院专门设立的律师

阅卷室和会见室 ! 房间里电

脑+ 打印机+ 扫描仪等办公设

备一应俱全% 滕州市检察院不

仅在硬件上为律师执业提供便

利! 该院还从保障律师依法执

业权利入手! 相继开通了电话

预约+ 网上预约等平台! 安排

专人负责预约工作% 工作人员

根据律师提供的个人信息+ 案

件信息+ 预约请求等内容对预

约申请进行审核! 待审核通过

后! 律师可在约定的时间内到

指定地点进行会见+ 阅卷等工

作% 截至目前! 该院已先后通

过预约安排阅卷+ 会见
-""

余

件次%

为了更加有效地保障律师

的执业权利 ! 该院还制定了

,规范案件监督管理部门接待

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工作的暂

行办法 -! 将原本分散在各业

务部门的会见+ 接待工作进行

整合! 规定由该院案管中心统

一办理案件查询+ 联系承办人

和安排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阅

卷等相关业务! 进一步明确了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责任主

体%

*由案管中心集中管理案

件+ 负责接待! 既可避免承办

检察官和律师的直接接触! 保

证案件的公开+ 透明! 也可以

为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提供更加

便利的条件 %$ 该院案件监督

管理中心主任黄静介绍说%

河南新安：审查逮捕环节听取律师意见成常态
本报讯 !通讯员张聚 辉

靳朝 " *我建议对黄某进行

羁押必要性审查 ! 现在黄某家

属已赔偿到位 ! 并取得了被害

人家属谅解%$ 近日! 黄某涉嫌

交通肇事案的代理律师 ! 向河

南省新安县检察院检察官白伟

伟提出口头申请 % 白伟伟随即

审查了赔偿协议和谅解书 ! 在

征询被害人家属意见后 ! 认为

黄某符合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

的条件 ! 遂于当日向县公安局

下发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建议书%

现在 ! 对审查逮捕环节中

的八种情形听取律师意见在该

院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 规范司

法行为 ! 离不开律师的外部监

督% 早在
'"$*

年! 该院牵头公

安+ 司法机关出台了 ,关于审

查逮捕阶段听取辩护律师意见

的规定-! 要求辩护律师向检察

院提出听取意见要求的 . 犯罪

嫌疑人系未成年人的 . 是否构

成犯罪有疑问的 . 案情重大疑

难复杂或定性存在争议的 . 是

否具有社会危险性存在较大争

议的. 社会影响较大可能引发

涉检上访的 . 犯罪嫌疑人及辩

护律师向检察机关提出侦查机

关非法取证的 . 轻微刑事案件

嫌疑人具有法定从轻条件且符

合取保条件 ! 被害人要求严惩

的八种情形 ! 在审查逮捕环节

应当听取辩护律师意见%

在听取律师意见过程中 !

该院采取 *当面听 + 同步审 +

听中查 $ 的办法 ! 使听取律师

意见工作达到客观 + 公正的效

果%

为更好发挥律师的监督作

用! 今年以来 ! 该院在听取律

师意见制度中 ! 还规定了强化

捕后监督% 即对嫌疑人批捕后!

案件承办人在向辩护律师反馈

审查逮捕结论时 ! 应当告知其

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前仍可提

出意见 ! 对于律师提出的与案

件相关的新证据 + 新材料 ! 侦

查机关应当继续调查核实 ! 案

件承办人要跟踪监督 ! 并根据

收集复核证据情况决定是否进

行羁押必要性审查 ! 适时建议

公安机关变更强制措施%

*律师参与办案的监督是双

赢! 我们采信律师的合理意见!

既保障了律师执业权正常行使!

又能防止案件 0带病 ) 进入诉

讼程序 % $ 该院检察长马颖弟

说% 今年以来 ! 该院在审查批

捕环节听取辩护律师意见
$!

件

$+

人! 采纳律师意见后作出不

捕决定
!

件
-

人 % 无一例捕后

不诉或撤案情形发生%

键对键与面对面相结合
广元朝天：“两微一厅”深化检务公开

本报讯 !刘德华
%

通讯员刘

淞 张琛" 日前! 四川省广

元市朝天区检察院撰写的 ,小

讲堂办出大舞台122朝天检察

院以 *栈道讲堂$ 破题狠抓队

伍建设- 介绍了该院利用网络

栏目 *栈道精品$ 开展检察工

作宣传及业务学习所取得的成

效! 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3

今年以来! 该院积极打造

阳光检务+深化检务公开!通过

*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与该院

阳光检务大厅融合! 形成系统

化的信息网格! 主动 *晒$ 出

检察工作! 让检察工作自觉接

受群众监督"

该院 充 分 利 用 *微 博 $

*微信 $ 等新兴媒体 ! 在 *两

微 $ 平台开设 *朝检要闻 $

*朝检快讯 $ *朝检文化 $ 等

具有该院特色的专栏! 定期推

送检察动态" 为配合检察机关

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 !

该院还开通了 *规范司法行

为$ 专栏! 专题报道该院在规

范司法行为工作中的经验做

法"

为了实现宣传手段的网格

化! 该院在阳光检务大厅中还

专门设置了电子触摸屏! 并与

该院门户网站直连! 群众轻点

指尖即可轻松了解该院动态 +

查询法律文书 + 查阅案件进

度+ 学习信访常识和查找法律

法规" 与此同时! 该院还邀请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人民监

督员加入人民监督
..

群! 检

察干警通过
..

群及时发布检

察工作信息! 定期推送电子版

,代表委员联络专栏-! 方便代

表委员及人民监督员及时了解

检察工作动态"

巡 讲
近日!辽宁省东港市检察院以)巡讲(形式对辖区

*""

余名安监管理人员开展预防渎职警示教育$同时!积极为

安监管理部门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及时整改安全隐患$

本报通讯员王平文摄

【柳州市检察院】

开展教育系统廉政警示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邓蕾"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检察院与该

市融安县检察院的检察官来到柳州市融安县教育局!为来自该县教育

系统的
$&"

余名干部职工开展廉政警示教育活动"柳州市检察院反贪

局负责人通过分析近年来检察机关查办的教育系统职务犯罪典型案

例!详细剖析了该市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件的多发#易发环节#岗位及

诱发职务犯罪的原因!并提出了行之有效的预防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