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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群众餐桌安全!预防食品安全领域职务犯罪!河南省孟津

县检察院近日对该领域财政补贴项目开展预防调查" 图为检察官到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走访" 本报通讯员王彩霞 李树勋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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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南非总统祖马共同主持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全体会
据新华社约翰内斯堡

!"

月
#

日电 !记者陈贽 常爱

玲 邓玉山"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全体会
!

日

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南非总统祖马共同主持"习近平主

持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宣言$和#中非合作论

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

"#$%&"'()

($并作总结发言)

云南举办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辅导报告会
本报讯!通讯员王翠云" 近日!云南省检察院举行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辅导报告会!邀请云南省

委宣讲团成员*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所长黄小军从

+十二五,取得的重大成就和经验!+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基本理念等
%

个方面详

细解读了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要求)

山东开展检察工作群众满意度调查
本报讯!记者程振楠

*

郭树合" 近日!山东省检察院

组织开展全省检察工作群众满意度调查)此次调查共访问

了
"

万名群众和
+,,,

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等)访

问结束后! 将针对访问对象的意见建议进行调查回访!并

做好整改落实工作)此次调查得分将计入省院对市级院绩

效考核结果)经调查!全省检察工作群众满意度为
-+.-"/

)

河北集中查办农民身边贪贿犯罪
今年以来共查办此类案件 485件 772人

广西农机购置补贴领域专项预防见成效
发案数从 2011年的 124人降至今年前 10月的 3人

本报讯 !记者肖俊林" 近

日!河北省新河县法院以贪污罪

判处该县新河镇某村原党支部

书记孙某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

月!缓刑三年"孙某曾冒用
(#

户

村民名字并采取伪造领取人签

字#按手印的方法 !将民政部门

发放的
"

万元救灾资金据为己

有"这是新河县检察院落实河北

省检察院要求集中查办农民群

众身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一

个典型案例"

据悉!从
"#(!

年初开始!河

北省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开展了

查办农民群众身边贪污贿赂犯

罪专项行动!集中查办一批发生

在农民群众身边贪污贿赂犯罪

案件!维护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

益 ! 同时结合办案加强预防工

作!推动完善涉农惠民资金管理

制度和监督机制" 截至目前!该

省各级检察机关共查办发生在

农民群众身边贪污贿赂案件
0)!

件
11"

人"

张家口市检察院总结以往

经验! 将涉及惠农支农资金多!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多发易发!群

众反映强烈的退耕还林#土地矿

产征用开发# 生态环境保护#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涉农专项款物

管理#农村社会事业等
%

大领域

作为查办重点! 全市集中发力!

先后查办了康保县南关村两委

班子成员$抱团%腐败#挪用
0(

万

元大案!宣化县江家屯西前所村

两名村干部贪污
",

万元征地补

偿款案等一批损害农民切身利

益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截至目

前!该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农

民群众身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0(

件
)(

人!占立案总数的
%0/

"

承德市检察机关积极发动

农民群众进行举报和控告!从中

获得案源线索 ! 同时加强与财

政#农业#扶贫等部门的联系!了

解$三农%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深

入开展案件摸排"承德县检察院

查办了该县东小旗乡某村原支

部书记#村主任 #会计共同贪污

危房改造补助
!

万余元窝案"

保定市检察院则围绕贪污贿

赂犯罪案件群体化和系统性腐败

重点领域和环节!先后在农业保险

理赔#危房改造补贴领域开展各类

$小专项% 行动! 共查办贪贿案件

)+

件
(+!

人"

本报讯 !记者姜洪
*

邓铁军
*

通讯员邓文婷" 近日!广西壮族

自治区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平台

发布的一条信息受到公众的关

注&

!

年来!自治区检察机关查办

农机购置补贴领域职务犯罪案件

数量大幅下降 !

",((

年为
("0

人!

",(!

年前
(,

个月为
+

人"

$

",((

年以来! 检察机关在

预防农机购置补贴领域的职务犯

罪上可没少下功夫! 我们农机系

统职务犯罪大幅下降! 说明检察

机关预防工作产生了非常好的效

果"%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职务

犯罪预防局局长张坚走访该区农

机局时!农机局负责人表示"

张坚介绍 !

",((

年左右 !广

西强农惠农领域职务犯罪案件高

发! 其中涉及农机购置补贴的职

务犯罪尤为突出" 如玉林市出现

了农机系统大面积职务犯罪!有

的县农机部门$全军覆没%"这一

情况引起了自治区检察院的高度

重视!该院决定将预防关口前移!

由以往的$案后开展预防%向$案

中#案前介入预防%转变!边查办

案件边开展深入调研! 在查办案

件的同时就主动开展预防工作"

同时!该院主动联系自治区

农机局#财政厅等部门开展联合

预防调查!深入南宁 #玉林等地

市县'区(展开调研!到农机销售

点查看农机具情况!查阅补贴文

件资料!去农户家中了解补贴申

领情况"在摸清农机购置补贴领

域职务犯罪的动态 #规律 #发案

环节#制度原因的基础上 !该院

向自治区政府和农机局发送检

察建议!提出改革现有农机购置

补贴产品目录制度#取消或限定

农机部门对农机购置补贴经销

商的资格认定权力#合理确定补

贴指标的分配和调剂方法等对

策建议"

该院多次向自治区党委专

题汇报农机购置补贴专项预防

工作! 相关领导分别作出批示!

要求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确

保强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广西

各级检察机关检察长或分管副

检察长亲自带队给当地农机干部

上警示教育课! 截至
",(!

年
(,

月共开展预防讲座
",,

余场次!

受教育农机系统干部达
",,,

余

人次"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自治

区农机局对农机购置的补贴方

式# 补贴产品类型及补贴额的确

定办法进行了改革!有效防止了

农机部门工作人员权力寻租"

达茂草原上的“游牧检察官”
———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检察院检察官潘志荣

"

本报记者 郑赫南
*

范德银

第一次见到他 ! 他坐在介

绍他事迹的同事 # 朋友中间 "

听到表扬 ! 他有些赧然 ) 面对

媒体! 他的自我介绍十分简短"

本以为他不善言辞 ! 但随后的

两天 ! 在跟随他一路奔向中蒙

边境的达茂草原深处 ! 一一走

访牧民 # 牧点时 ! 记者看到了

侃侃而谈的他# 爽朗快乐的他"

他 ! 就是内蒙古自治区包

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下

称达茂旗 $ 检察院检委会专职

委员 # 派驻满都拉镇口岸检察

室主任兼石宝镇检察室主任 #

一级检察官潘志荣" 他在
(2)

万

平方公里的达茂草原上辛勤耕

耘
+,

年! 播撒着一名检察官的

大爱"

蒙汉双语

$基尼起塔拉**杜隆起 !

提姆**亚拉奇朵 ! 加**白

和岱**% 在去满都拉镇口岸

检察室的路上 ! 潘志荣用蒙语

接听了一位蒙古族牧民的电话"

虽然听不懂 ! 但记者能感受到

他运用这门语言的娴熟流畅"

$老潘的蒙语说得十分地

道 !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纯正

的蒙古族呢"% 同行的内蒙古自

治区检察院的同志告诉记者 !

潘志荣擅长蒙汉双语诉讼 ! 曾

经作为业务专家 ! 在最高检组

织下到新疆的蒙古族自治州去

为检察官授课! 十分受欢迎"

潘志荣告诉记者 ! 他是汉

族 ! 所学专业是牧业机械化 "

上世纪
),

年代! 他从达茂旗司

法局调至该旗检察院后 ! 被分

配到刑事检察科工作" 办案中!

他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不能熟

练地运用蒙文蒙语释法说理 "

他发现 ! 在面对不懂汉语的蒙

古族当事人时 ! 他和同事们使

用的 $蒙语日常用语
3

手势 %!

让当事人往往一脸迷惑"

$这太费劲了+ 必须学好蒙

语法律用语 ! 不然很多工作根

本干不成"% 潘志荣借来了 ,蒙

汉词典-! 开始了长期的学习 "

妻子杨淑梅至今仍记得当年谈

恋爱时潘志荣的与众不同...

$别人都散步 # 看电影什么的 !

他却每次都约我一起到办公室

学习 ! 桌子上放着一本厚厚的

,蒙汉词典- **%

功夫不负有心人"

(--%

年!

当地牧民图布沁酒后将邻居打

成轻伤 ! 虽然证据充分 ! 但公

安机关立案后 ! 图布沁一直不

认错 ! 民事上也拒不赔偿 " 为

此 ! 承办案件的潘志荣骑着马

在草原上走了一天 ! 终于在距

离边境不远的牧点找到了图布

沁 " 一见面 ! 潘志荣便用蒙语

和他对话 ! 图布沁很快便听懂

了 $故意伤害 % $刑罚 % $民

事赔偿 % $证据 % 等词汇的内

涵 ! 于是开口认错 " 图布沁向

记者回忆说 & $当时公安局 #

法院也来过人 ! 但我听不懂汉

语! 只听到 /钱# 钱0! 怎么一

起喝酒打架却要我出钱 1 后来

听懂了老潘的蒙语 ! 才知道自

己犯法了"%

工作中!潘志荣的蒙语诉讼

成为一把打开牧民心扉的$金钥

匙%"

"#((

年!他在办理一起
+

名

蒙古族未成年人抢劫案时!用蒙

语与他们入情入理地交心!

+

个

少年很快主动认错 ! 交代了事

实!并且还交代了另一起司法机

关尚未掌握的抢劫案"

"#(0

年
1

月!在办理撤销被告人巴某缓刑

听证会上!潘志荣以流畅的蒙语

释法说理!让巴某当场流下悔恨

的泪水"

如今! 在潘志荣的带动下!

达茂旗检察院已有多名蒙汉双

语检察官!该院的双语诉讼成为

自治区检察机关较有影响力的

品牌工作"

游牧检察

从达茂旗检察院驱车到满

都拉镇口岸检察室!需近两个小

时"而在检察室和辖区内牧民分

散的牧点之间!上百公里的距离

很常见" 望着窗外尘土飞扬#崎

岖不平的草原路!记者对潘志荣

的敬佩油然而生!因为他每年有

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作日都是在

牧区度过的"

!下转第四版"

拟不起诉先听证
$今天! 我们

依照常州市检察

院,不起诉案件公

开审查工作细则

#试行$- 的规定!

召开关于是否对犯罪嫌疑人李杰#化名$涉嫌盗窃罪一案作附条件不

起诉处理的不公开听证会"首先介绍参加今天听证会的人员**%近

日!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检察院召开了一场对拟不起诉案件公开审

查的不公开听证会"我作为该院的特约检察员!和另外两名专家咨询

委员一同参与了案件的听证"

今年
(1

岁的李杰是一名在校学生!平时表现较好!成绩优秀"没想

到就是因为手头一时没钱花!他在一家台球店实施了盗窃"经调查!李

杰所窃物品总价值
%!-(

元"由于李杰犯罪情节轻微!又是在校未成年

人!案发后他父亲协助他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符合关于附条件不

起诉的规定!检察院决定召开听证会"

听证会上!案件承办人介绍了案情!并展示了相关证据以及社会

调查报告"在李杰和被害人发言后!法定代理人和学校代表#村委代

表介绍了李杰平时的表现情况!发表了对本案的处理意见"我们三个

听证人员也各自独立完成了书面评议意见"

最后!听到检察官还有我们这些听证人员对他的信任与鼓励!李

杰感激地说道&$冲着你们的信任!我一定会好好表现+%

三天后!该院作出了对李杰作附条件不起诉的处理决定"我认为

这个决定正是检察机关规范司法与人性化办案的完美结合"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晓园艺术馆馆长张克强
$

口述 本报通讯员

牟维熙
$

整理"

!"#

为什么天气这么不好
"

荣晓月

("

月
!

日! 河南郑州的
+#

个小学生走进郑州市委市政府大

院!参观市长办公室等%学生当场发问&为什么郑州天气这么不

好'学校每次都因雾霾太重上不了体育课!(在教室里很难受)"

为什么天气这么不好'在雾霾动辄袭击大半中国*黄色预警

几乎周周见的当下!这个问题问出了我们大部分人的心声"

为什么天气这么不好'与学生交流的郑州市领导现场没有明

确答复!但我们需要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有效治理雾霾!先要弄

清楚霾从何来!才能有的放矢*事半功

倍!才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能不污

染环境的绝对不污染! 已经污染的坚

决治理! 工作不力甚或违法犯罪的严

惩不贷!最终打赢这场+人定胜天,的

战役%

2016年中央巡视“剑指”部门和事业单位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

巡视组已经开展
)

轮巡视)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处长罗礼平
%

日在接受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访谈时透露!

根据中央部署!

"#(%

年将重点推进对部门和事业单位的

巡视全覆盖!确保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对中央管理的所

有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全部巡视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