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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考核指标体系! 按照司法办案

规律! 突出案件质量! 引入社会评价! 使考评工作真正发挥指挥棒

作用"

紧紧围绕促进社会诚信严格规范司法行为" #人无信不立! 国

无信不宁$% 江西自古被誉为 &文章节义之邦$! 历来具有诚实守信

的传统美德! 涌现出一大批诚信道德模范% 司法公信是社会诚信建

设的重要内容! 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前提%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形成之后! 实施依法治国的重心从 &有法可依$ 逐步转向 &有

法必依$! 突出强调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 这对于司法机关树立司

法公信和司法权威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当前! 司法公信力不够高

的问题突出!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司法还不够透明% 检察机关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司法公信力建设理应走在全省诚信建设前列%

要大力推进司法公开! 主动在 &聚光灯$ 下行使权力! 习惯在 &放

大镜$ 下开展工作! 以司法公开倒逼规范司法行为% 要拓展人民群

众有序参与司法的渠道! 加强 &两微一端$ 等新媒体平台建设! 发

挥人民监督员监督作用! 主动接受律师监督! 保障社会各界对检察

工作的知情权' 参与权和监督权" 要按照 &公开为常态! 不公开为

例外$ 的原则! 推进案件信息查询' 重大案件信息和典型案例发布

等工作! 构建开放' 动态' 透明' 便民的司法办案机制! 杜绝暗箱

操作! 增强司法透明度"

紧紧围绕维护社会秩序严格规范司法行为" 良好的社会秩序!

是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前提和保证" 从我省来看! 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 在连续十年被评为全国综治工作优秀省的基础上! 去年平

安建设综治考评全国第一! 但是破坏社会稳定' 危害社会秩序的问

题仍然存在! 亟须通过法治方式从根本上予以解决" 全省检察机关

要围绕推进平安江西建设! 依法准确打击危害群众利益的严重暴力

犯罪' 毒品犯罪' &两抢一盗$ 等各类犯罪活动! 保持对刑事犯罪

的高压态势! 特别是要树立新理念' 运用新手段! 积极应对经济发

展新常态下的各类风险' 新业态中各类风险和社会流动性加剧带来

的风险! 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要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落

实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改革措施! 依法及时公正处理群众合理诉

求! 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 善于借力大数据'

信息化等科技手段! 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 要着力提高查办职务犯

罪法治化水平! 深入查办和预防损害群众利益的职务犯罪案件! 建

设好江西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深入开展 &加强生态检察(服务绿

色崛起$ 专项监督活动! 突出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的

犯罪行为! 积极服务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

严格规范司法行为! 是对政法战线的共同要求% 我们要借鉴推

广检察机关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的经验做法! 在全省政法战

线推动规范司法行为% 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教育引

导政法队伍牢固树立法律规则思维' 职权法定思维' 程序正义思

维! 不断增强人权意识' 程序意识' 证据意识! 自觉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 着力从思想根源上消除司法不规范' 不公正

的问题% 要持续深入推进专项整治工作! 把司法规范化建设纳入教

育培训内容! 实现规范教育持续化' 常态化! 使政法队伍深刻认识

到规范司法行为的极端重要性! 认识到司法工作中的万分之一的失

误对当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伤害! 以如履薄冰' 如临深渊的心态敬

畏法律' 遵守规矩! 真正实现从 &要我规范$ 到 &我要规范$ 的转

变%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大力支持政法队伍建设!大力支持政法机

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 为政法机关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人财物

保障!不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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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姜 欣

王玉新 赵刘佳

!小雨)化名*现在学习劲头

很足"最近还被选为班里的劳动

委员#$ 在天津市河北区检察院

对小雨宣告不起诉决定后 " 山

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检察院的

帮教检察官近日在微信上进行

回访时"聊城某技校的老师这样

回复#

!"

岁的小雨随打工的父母

在天津生活期间参与抢劫"天津

市河北区检察院对其作出附条

件不起诉决定后"因小雨想回老

家聊城上学"聊城市东昌府区检

察院受河北区检察院的委托"共

同对小雨开展异地帮教考察#

两地检察官灵活运用信息

化技术 " 在常规矫治的同时 "

让小雨每天阅读检察机关的微

信公众号 " 把刻板灌输法律知

识变为兴趣阅读"把程序式谈话

变为日常思想交流"通过鲜活的

案例和网络语言对小雨进行引

导教育#

考察期间"小雨每天通过微

信!电子签到$"并在晚上下课后

与检察官交流 #时间一长 "双方

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这半

年多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人

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走"不能投

机取巧 " 不义之财是不能触碰

的#$小雨告诉检察官#

此外"东昌府区检察院检察

官还带小雨到派驻检察室参观

警示教育大厅%观看法治教育宣

传片" 并利用远程视频系统"每

月与天津市河北区检察院的办

案人员进行远程视频对话#

日前"经过对小雨各方面的

考察评估"检察机关认为其在考

察期间严格遵守各项规定"思想

进步明显"没有发生新的违法犯

罪"达到了不起诉的条件#

四川南部：推出H5检察业务指南
本报讯 !记者张笑

!

刘德华
2

通讯员敬永国 陈敏" !大家

好"我是阿衡"作为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主人翁"我崇尚法治%信仰

法治%践行法治&&$这是四川省

南部县检察院制作的'

#$

检察业

务指南(中虚拟人物!阿衡$的自

白#近日"该院以!一张图看懂检

察业务$的方式"制作了!阿衡问

检事之侦查监督$!阿衡问检事之

公诉$等
%

个'

#$

检察业务指南(

系列"通过阿衡!问$%检察官!答$

的形式介绍各个工作流程#

该院运用
#&'(

的 !超文

本标记语言$功能"分别对侦监%

公诉%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政

检察%职务犯罪侦查%控告申诉

检察等
%

项业务的工作流程制

作了!超文本$链接"页面内包含

流程图片%法条链接%网络留言

等功能"该
#$

页面可通过检察

内网%门户网站%手机报%

)**

客

户端进行推送# 检察官在办案

时"可随时用手机等便携式终端

浏览'

#$

检察业务指南("发挥

!掌上书橱$的作用#当事人也可

以运用该指南监督检察官的司

法办案行为"并以!互动交流$的

方式对检察人员的不当司法行

为提出!网上监督$#

截至目前"该院通过
#$

网

页%检察微信微博收集网友对检

察机关司法办案意见
+$

条"建

议
,-

条"检察官均进行了回复"

增强了规范司法的 !检民互动

性$" 也有效形成了规范司法的

内促机制#

城区办的案子为何到县里接受讯问
宿迁宿城：“三集中”化解环境资源类犯罪当事人诉累

本报讯 !记者龙平川
.

卢志

坚
!

通讯员王宇 仇征" !你涉

嫌非法狩猎一案"沭阳县公安局

已经移送我院审查起诉"现依法

对你进行传唤" 请于明天上午
/

点半到沭阳县检察院接受讯

问#$近日"家住江苏省沭阳县西

圩乡的孙某接到宿迁市宿城区

检察院办案检察官的电话#

第二天上午"孙某准时到达

沭阳县检察院接受讯问"讯问结

束后中午就赶回了家# 当天"还

有沭阳县的其他
"

名嫌疑人按

照宿城区检察院的通知要求"前

来沭阳县检察院接受讯问#

而在
+0!"

年
1

月的一天 "

与孙某住在同一个乡的张某因

为被宿城区检察院传唤" 早上
-

点出发"当天下午
+

点才到达该

院"讯问结束后赶不上回家班车

的他只得在沭阳县城住了一晚#

这次"宿城区检察院审查起

诉的案件"讯问地点为何会在沭

阳县检察院)为何能集中在一个

上午讯问完)这都源于宿城区检

察院专门出台的集中就近讯问

制度#

+2!,

年
!+

月" 宿城区检察

院% 区法院被江苏省检察院%省

高级法院联合指定为宿迁市环

境资源类刑事案件集中管辖院#

宿城区检察院办理的环境资源

类犯罪案件主要是滥伐林木%非

法捕捞水产品等案件"犯罪嫌疑

人中农村人多%老人多%文盲多"

犯罪情节较轻 " 一般无逮捕必

要"所以公安机关多采取取保候

审强制措施# 审查起诉阶段"嫌

疑人需前往该院接受讯问"但宿

迁市辖
,

县
+

区"多达几十个乡

镇 " 最远的乡镇村居距离该院

!22

余公里"随传随到比较困难"

给当事人带来诸多不便#

如何在有效办理环境资源

类案件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嫌疑

人诉累)宿城区检察院于今年年

初开始探索建立此类案件集中

就近讯问机制 #经过磋商 "该院

联合其他四个县区检察院会签

了'关于办理环境资源类刑事案

件集中就近讯问的若干规定 ("

要求犯罪嫌疑人集中到居住地

所在县区检察院接受讯问#

此外"该院还牵头与公安机

关%法院联合探索出台集中专人

预审和集中公开审判两项工作

机制#公安机关安排专人对环境

资源类案件集中预审"检察机关

对案件实体证据和办案程序的

合法性进行审查 " 指导证据收

集"会同法院选择典型案例在犯

罪多发地进行公开集中审判"方

便当事人参与诉讼和司法机关

开展法治教育#

据统计"自!三集中$工作法

实施以来"宿城区检察院共办理

环境资源类案件
!+1

件"集中讯

问
,$

次" 审查起诉环节平均办

案时间低于
+$

天"比
+2!"

年缩

短了
%

天#

郑州二七：“每周省鉴”劲吹廉政清风
本报讯 !高传伟

!

通讯员康

锦 耿伟伟 " !滴滴***$近

日" 听到两声清脆的手机铃声"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检察院计

财科干警小张赶紧拿起手机"单

位!每周省鉴$廉政短信又准时

来!报信$了#

!清正为美"廉洁为福+务实

为贵"诚信为本&&$小张一边

看"一边将精彩内容摘抄在廉政

教育记录本上#如今"像小张一

样每周坚持廉政学习"在二七区

检察院已蔚然成风#

近年来"为教育引导干警牢

固树立廉洁从检意识"二七区检

察院在做好各项检察业务工作

的同时"着力打造独具特色的廉

政教育文化"通过检察长讲廉政

党课%观看廉政教育片%组织撰

写廉政亲情寄语等多种形式"加

强对干警的常态化廉政教育"并

依托手机短信平台"推出!每周

省鉴$廉政短信"通过廉政格言%

廉政故事和典型案例等内容"提

醒干警时刻绷紧廉洁从检这根

弦#该院!每周省鉴$廉政短信坚

持每周推送一期"截至目前已推

送
//

期#

今年
!

月" 该院官方微信

!二七检察$正式推出# !依托新

媒体平台" 廉政教育的内容更

加丰富# 在原有基础上" 我们

从内容到形式对 ,每周省鉴 -

的廉政信息进行扩容升级" 增

添了廉政寄语% 反腐倡廉论述%

廉政漫画% 典型案例% 廉政文

化等内容" 采取图文并茂的形

式开展廉政教育#$ 该院监察科

科长耿伟伟说#

在强化思想教育的同时"该

院还从制度建设入手"以检务督

察为平台"强化对干警遵章守纪

以及司法办案的日常督察#该院

成立了由纪检组%政治处%办公

室%案管中心等部门负责人组成

的联合督察组"重点围绕检风检

纪%公车管理%规范司法%办案安

全防范等内容开展督察#仅今年

上半年"该院就先后开展联合检

务督察
,2

余次" 并对发现的问

题逐一督促整改"引导教育干警

规范司法%文明办案#

雪中送炭
近日!浙江省慈溪市检察

院邀请人民监督员到场监督!

对
"

起刑事申诉及司法救助

案件进行公开宣告!发放给被

害人及其家属司法救助金
+

万元到
,222

元不等%

今年以来!该院已办理刑

事申诉相关的司法救助案件

1

件!发放司法救助金
/

万余

元!让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家

属感受到司法的温暖%

屠春技
!

本报通讯员岑瑾摄

游泳馆内不游泳 撬开衣柜盗财物
到游泳馆内假装游泳" 趁人不

备撬开他人的存衣柜盗走手机#近

日" 刘奔因涉嫌盗窃罪被河北省邯

郸市丛台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刘奔是邯郸市磁县人" 喜欢游

泳"经常去游泳馆#今年夏天"刘奔

去游泳时发现很多人开着名车来游

泳"便打起了这些人的主意"想趁他

们游泳时撬开存衣柜偷点钱财#于

是"刘奔买了改锥%钳子等工具#

/

月

$

日晚上"刘奔携带工具混进游泳馆

的更衣室假装换衣服"等到更衣室无

人时"他撬开几个衣柜"偷走
+

部苹

果手机后逃走#随后的几天时间里"

刘奔又用同样手段偷走游泳客人的

-

部手机"总计价值
"3%

万余元#

接到失主报案后" 公安民警立

即展开调查" 调取了更衣室监控录

像" 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刘奔"

!0

月

!/

日"刘奔被抓获归案#

)郝雪强 胡朝霞*

酒
后
驾
车
去
兜
风

发
生
事
故
打
交
警

酒后驾车撞到路边车辆" 不仅不道

歉"还大声谩骂"并对前来现场处置的交

警拳打脚踢#

!!

月
+$

日" 福建省诏安县

检察院以涉嫌妨害公务罪% 危险驾驶罪

将陈健旭批准逮捕#

今年
!!

月
+0

日凌晨"已经喝得酩酊大醉的陈健旭突

发奇想"开车出去兜风#在诏安县
,+"

国道附近"陈健旭因

为醉酒头晕%方向盘失控"撞上停靠在路边的一辆轿车#被

撞轿车的车主找陈健旭理论"陈健旭借着酒劲态度非常蛮

横"被撞车主报警#

交警沈某及同事接警后到达现场处理事故"发现陈健

旭情绪亢奋且浑身散发着浓烈的酒味"便要求陈健旭配合

调查"但陈健旭情绪十分激动%拒不配合"并大声辱骂%恐

吓交警#就在沈某对陈健旭口头询问时"陈健旭突然用拳

头击打沈某脸部"其他民警赶紧上前制止"陈健旭拼命反

抗"继续拳打脚踢#随后"民警合力将陈健旭带回交警大队

办案区约束至酒醒再进行询问#

经鉴定" 陈健旭血样中乙醇含量为
++/3!456!0047

"

属于醉酒驾驶# )涂松林 肖燕娥*

爱车被蹭不报案 连续敲诈被判刑
在自己的爱车被剐蹭后" 不报

案% 不定损" 却以此为由连续敲诈

肇事者# 近日" 经安徽省霍山县检

察院提起公诉" 刘大鹏因犯敲诈勒

索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八

个月" 并处罚金
!

万元#

+0!"

年
!0

月
+%

日" 石某借用

刘大鹏的小轿车 " 因驾驶不慎将

驾驶室一侧车身剐伤 # 刘大鹏发

现后没有报案也没有定损 " 而是

向石某索要
$000

元修车费 " 石某

答应了# 可是" 刘大鹏并不满足"

又先后
1

次以各种名义对石某进

行敲诈 " 甚至到石某经营的摩托

车修理铺持刀恐吓 " 又敲诈了石

某
,

万余元# 石某最终不堪其扰"

选择了报警#

经查明" 刘大鹏的实际修车费

只有
!+00

元# 今年
,

月
!-

日" 刘大

鹏到案后" 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 取

得了对方的谅解# )余晓波*

擅自出租大巴车 侵占租金被起诉
利用担任客运公司经理的职务

便利" 私自将公司的大型客运车出

租给别人" 获取
!!

万余元的租金#

近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

区检察院以涉嫌职务侵占罪对李谦

提起公诉#

+0!!

年
%

月
!

日" 李谦应聘到

桂林市一客运公司工作 #

+0!"

年
!

月开始"李谦被任命为该公司一家分

公司的经理"负责对公司拥有所有权

的车辆进行对外承包租赁#同年
%

月

的一天" 李谦的朋友王某找到他"提

出想租赁两台客运大巴车#李谦想到

自己在做其他生意上的损失以及在

公司捡到了收款收据"心里产生了邪

念" 在不告诉客运公司的情况下"擅

自将两台大巴车租给王某" 收取了

!!8%

万元的租金"并私自将客运公司

的收款收据交给王某#

+2!"

年
/

月" 公司收到客运车

的交通违法通知书"却没有查到该车

辆用于出租的信息"于是询问李谦并

将车辆强制收回#随后"王某以租期

未到为由向李谦索要租金"李谦只退

回了
$

万余元#为了躲避追债"李谦

逃往北京#今年
!2

月
!+

日"李谦主

动投案自首# )朱程路*

怀疑邻居教坏女儿
放火报复危害安全

因怀疑女儿被邻居教唆离家

出走"气愤之下放火烧毁他人的两

间猪圈"危害到了公共安全#近日"

经陕西省镇巴县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放火罪判处被告人董斌有

期徒刑二年#

董斌是镇巴县青水镇人#今年

+

月
+-

日" 董斌的女儿离家出走"

他怀疑是被邻居王某教唆所致"非

常生气 #为报复泄愤 "董斌将王某

的两间木质猪圈点燃#待周围群众

赶到时 "猪圈已被烧毁 "火苗顺势

引燃了紧挨着猪圈的一间民房房

檐一角" 被群众及时用水浇灭"才

确保了
"

户连脊的所有土木结构

住房的安全 # 因董斌具有自首情

节"法院作出了上述从轻判决#

)程凯*

【天祝藏族自治县检察院】

预防调研保障涉农资金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达咏红" 近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检察院

干警走进乡镇村组!对该院近年来立案查办的涉农领域贪污"受贿案

件进行集中分析调研!对该领域案件特点进行系统总结!找出容易滋

生腐败的关键环节#调研完成后!该院针对国家粮食补贴"退耕还林

资金"国家惠农专项资金的申报"批准"发放等环节提出相关预防建

议!为涉农资金的合法"有序使用提供了保障$

【松桃苗族自治县检察院】

联合公安规范监视居住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李强"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检察院日前和该

县公安局联合制定了 %关于查办职务犯罪案件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

住措施暂行规定&!规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工作!加强工作衔接$暂行

规定对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 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

具体措施进行了细化!制定了%借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场所审批表&

%进入定居所监视居住场所登记表&等
!/

种表格!还明确了办案人员

与执行人员的保密责任和办案安全责任! 强调发生失泄密或安全事

故的应严格按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检察院】

落实兵团政法委“十三五”规划精神
本报讯!杨英华" 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检察院召开贯彻落

实兵团党委政法委'十三五(规划政法部门党组中心学习会议精神!

该院检察长周新军强调!要进一步创新检察工作方式方法!把创新作

为转型升级的动力!在检察理论"检察制度"检察科技"检察文化上积

极探索创新!突出兵团检察特色$要积极构建检察工作新模式!从检

察创新发展"检察协调发展"检察绿色发展"检察开放发展"检察共享

发展等
$

个方面!助推兵团检察工作再上新台阶$

根据工作需要"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检察院决定面向全

国公开遴选
+

名公务员.检察业务职位
!

名"职务犯罪侦查业

务职位
!

名#

一$报考人员资格条件.

!3

思想政治素质好" 组织纪律观

念强" 品行端正+

+3

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3

已

进行公务员登记备案" 年龄在
,$

周岁及以下 /

!1-1

年
!+

月

!

日以后出生0+

"3

现任检察机关检察官%审判机关法官"取得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

证" 且具有
+

年以上检察或审判工作经

历+

$3

!职位一$性别不限"!职位二$限男性+

%3

现任正科级及以

下职务+

-3

近三年公务员年度考核均为称职及以上等次+

/3

现任

职单位及当地组织部门同意报考+

13

身体健康#

二$报名时间.

+2!$

年
!+

月
+

日至
+2!$

年
!+

月
/

日#

三$报名方式.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进行#网上报名邮箱.

9:;<=;>?;@A?BC!%,8DE4

#咨询电话.

0$,+F/,0!!1/,

#遴选简章

详见.市北区政务网/

:GGHI669:;<=;8J;B5K?E85EL8DB

0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检察院

$%"#

年
"$

月
$

日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检察院
面向全国公开遴选公务员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