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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检察院第一分院和琼海市检察院日前结合所办案件!联

合琼海市公安局" 食药监局开展食品安全案件警示教育活动! 该市

!"#

名食品经营者参加了活动# 本报通讯员韩俊摄

,-"#

年
"$

月
"#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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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读

线上互联出建议 线下互通促整改
湖北武汉：法律监督与服务保障相结合推进“两法衔接”

本报讯 %记者郑键
$

周晶晶
!

通讯员涂小平$ !食品药品安

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责任

重大# 今后我们一定通过行之有

效的措施加大监管力度"确保食

品药品安全"也请检察机关继续

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 $日前"

湖北省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执法总队金队长一行来到

武汉市检察院"送交了一份整改

落实情况报告"并详细介绍了该

局在收到检察建议后采取的一

系列举措#

今年
%

月" 武汉市检察院侦

查监督处$

"#!&

年
!#

月改为侦查

监督部%连续办理两起危害食品

安全案 "

&

名犯罪嫌疑人均从事

牛肉销售行业 " 为谋取高额利

润"在未经任何检疫程序的情况

下"走私或销售走私的国家禁止

进口肉类的疫区国家的牛肉#

在办理这两起案件的过程

中 " 该处派出骨干力量介入侦

查" 参加侦查机关的案情分析%

现场勘查" 对犯罪金额的确定%

法律适用等存在争议的问题给

出建议" 有效推动了诉讼进程"

保障了案件质量#

与此同时"武汉市江夏区检

察院也办理了一起问题牛肉案"

!#

名犯罪嫌疑人被该区检察院

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食品罪批准逮捕#

在对这类案进行专题研究

时"武汉市检察院侦查监督处检

察官发现&这些案件均存在犯罪

嫌疑人擅自将查封的货物转移

或掉包的现象# 检察官认为"食

药监局对查扣物品存在脱管漏

管的问题# 于是"该院及时向武

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

检察建议"分析监管漏洞 "并从

强化执法人员责任意识%加大监

督管理力度%完善查封扣押制度

等方面提出建议#

收到检察建议后"该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专

程到检察院进一步征询改进意

见"并召开党委会 %执法工作会

专题讨论"实施了优化查封扣押

方式%完善信息共享和执法互助

协作机制%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教

育培训等多项整改措施#

!加强与行政执法机关的沟

通联系" 将法律监督与服务保障

相结合"通过检察建议%座谈会等

形式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办案规

范化建设"是我院近年来推进'两

法衔接(工作的一项有效举措# $

武汉市检察院侦查监督部负责人

魏细玉说#

该院突出监督重点"把群众

反映强烈的制假售假%侵犯知识

产权%危害食品安全 %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等犯罪作为工作重点"

加强对有案不移%有罪不究的监

督# 同时"该院自
"#!'

年起全面

推进两法衔接信息平台建设"截

至目前"武汉市行政执法机关已

录入执法信息
%(##

余条"移送涉

嫌犯罪案件
!&#

余件#

日照东港：法医鉴定把好证据关
本报讯 "记者程振楠

$

郭树

合
!

通讯员王蕾 赵岩$ !对邢

某前后的伤情鉴定结果虽然同

属轻伤等级"但是由最初的轻伤

二级变更为轻伤一级"为案件量

刑提供了更加准确的参考 #$近

日"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检察院

法医小王在原鉴定机构采纳了

该院的鉴定意见后这样说#

今年
)

月"东港区检察院在

对一起故意伤害案件被害人邢

某的伤情)鉴定意见书 *进行审

查后"发现原鉴定机构以邢某接

受治疗后的
*+

片为参照依据"

认为邢某的单侧肺萎陷为
"#,

"

构成轻伤二级"鉴定意见不能客

观反映邢某受伤时的伤情状态#

该院通过反复分析比对"认为邢

某受伤初期单侧肺萎陷为
%&,

至

'#,

"应定为轻伤一级"最终原鉴

定机构采纳了该院的意见#

!法医鉴定意见对案件定性

及嫌疑人量刑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 法医文证审查工作是维护犯

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双方权益的有

效防线#所以"我们的工作容不得

丝毫马虎"必须要'较真儿(#$该

院法医工作的负责人说#

据了解"东港区检察院在法

医文证审查工作中"从一般的故

意伤害案到寻衅滋事 % 抢劫抢

夺% 故意杀人等恶性刑事案件"

严格细致审查被鉴定人的损伤

情况" 为定罪量刑把好证据关#

今年以来"共办理法医文证审查

&"

件" 发现存在鉴定资料不完

整%格式不规范等问题的鉴定意

见书
!"

份" 并提出客观公正的

法医学文证审查意见"依照程序

退回办案机关进行补充或重新

鉴定"原鉴定机构均根据建议进

行了补充鉴定或情况说明"保证

了办案质量"维护了司法公正#

近日!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检察院携手涵江区法

院& 共青团涵江区委走进莆田市特殊教育学校! 开展

'关爱残疾青少年!传递法治正能量(活动!检察官在手

语翻译老师的帮助下!向同学们普及法律知识#

本报通讯员姚舟 关冰姿 陈钦燕摄

手语
释法

【土默特右旗检察院】

微信问诊保障办案安全
本报讯 "范德银

!

通讯员谢卓妮$ 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检

察院法警队日前与该旗中蒙医院建立!绿色通道"微信群#将工作交

流从线下延伸至线上$通过这一微信群#该院法警大队干警与中蒙医

院的医生可以实时沟通交流$法警在工作中遇到有关医学上的疑问#

可求助群里的医生$如在看守犯罪嫌疑人过程中#对嫌疑人的健康状

况有疑问#或者犯罪嫌疑人有轻微不舒服的情况#干警可以通过微信

视频通话#医生不到场即可进行简单问诊#确保办案安全$

【新泰市检察院】

开展涉农职务犯罪预防宣讲
本报讯"通讯员张娜$ 近日# 山东省新泰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

防局%反贪污贿赂局联合该院派驻乡镇检察室#深入辖区内的
!!

个

乡镇#开展涉农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宣讲活动$该院通过干警授课%播

放教育片%组织座谈交流%发放&便民服务指南'等形式#结合该院近

年来查办的典型案例#以案释法#为辖区内的机关干部%涉农部门管

理人员及村!两委"干部等共计
%###

余人上了一堂生动的职务犯罪

预防课#取得了良好的宣讲效果$

【吴忠市利通区检察院】

向人大介绍刑事诉讼监督工作
本报讯

%

单曦玺
!

通讯员杨晓刚 妥凤琴
&

为主动接受人大监督#

进一步赢得代表对检察工作的支持#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

区检察院干警来到该区人大机关为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们作了题为 &检

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工作概述'的专题介绍#从刑事诉讼监督的概念和

工作方式%检察院内部机构设置%刑事诉讼监督面临的形势和刑事诉讼

监督的途径手段等四个方面进行介绍#获得委员们的一致好评$

【淅川县检察院】

专项工作推动危改资金规范使用
本报讯"通讯员刘潮杰 王克 高会芳$ 日前#河南省淅川县

住建局负责人来到该县检察院反馈整改情况$ 该院于今年
'

月成立调

查组# 对该县
!-&.

亿元国家危房改造项目资金进行专项预防调查$根

据调查发现的线索#该院查办了时任该县住建局副局长李某%村镇建设

管理股长肖某涉嫌玩忽职守罪的案件# 并向该县住建局发放了检察建

议书$该局随后对&危房改造项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
.

项规章制度

进行了完善#并向社会公布了举报电话#确保专项资金得到规范使用$

挣钱太慢起邪念 骑车抢夺落法网
本是一名摩的司机" 却嫌挣钱

太慢"遂在夜间专门抢夺女子财物"

获利近万元#近日"经湖南省醴陵市

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抢夺罪判

处丁明高有期徒刑二年零十个月"

并处罚金
!

万元#

现年
%&

岁的丁明高"原本在醴

陵市区从事摩托车出租业务# 但因

为摩托车出租挣钱太慢" 竟打起了

抢夺女子钱财的主意#今年
%

月
"/

日晚
)

时许" 丁明高来到醴陵市姜

湾上正街附近" 发现被害人王某独

自提着包在路上行走" 遂骑车靠近

其身后并乘其不备将其手中的提包

夺走"后加速逃离现场#丁明高将包

内
!)##

元现金取出后"将包内的一

部手机连同包一起扔进河中# 今年

%

月至
&

月" 丁明高先后
&

次以同

样手法抢夺" 共抢得现金
!-&

万余

元"所得钱财均被其挥霍一空#

醴陵市警方在接到被害人报案

后于今年
(

月
"

日在出租屋内将丁

明高抓获#

$郭秀峰%

睡前饮酒自认无事
隔日行车测出酒驾

晚上睡前有喝白酒的习惯"第

二日自认无事开车上路"经检测被认

定为酒驾#近日"经福建省邵武市检

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

处李凯春拘役三个月零十四天"宣告

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
'###

元#

李凯春平时有晚上睡前饮白

酒的习惯" 但对此并未在意过#今

年
/

月
!(

日中午
!"

时许" 李凯春

驾驶二轮摩托车途经邵武市八一

路路段时"与一辆同向行驶的三轮

电动车发生剐蹭"双方因医疗费赔

偿问题协商未果遂报警#民警抵达

现场"随即对二人进行酒精呼气测

试"结果显示李凯春体内酒精含量

近
%##01$!##02

" 根据规定民警随

后将李凯春送往医院进行抽血检

测 #经检测 "李凯春血液中酒精含

量高达
"##01$!##02

"属醉酒驾车#

今年
/

月
".

日"公安机关对李

凯春依法进行刑事拘留#

3

林九珍 林小燕
4

深夜瞄上“低头族”抢夺不成施暴力
利用人们低头玩手机时的放松

心理" 趁其不注意抢夺手机并使用

暴力逃跑# 近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秀峰区检察院以涉嫌抢劫罪

对被告人陈佳明提起公诉#

今年
/

月
/

日" 被告人陈佳明

在桂林市街头闲逛" 寻找目标进行

抢劫# 凌晨
!

时" 陈佳明来到该市

秀峰区胜利桥头" 发现被害人王某

一边走路% 一边低头玩手机# 于是

他便一路尾随" 并伺机寻找机会抢

夺王某的手机# 然而" 一直低头玩

手机的王某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

被人尾随# 当王某走到西山路南巷

门口时" 陈佳明逐渐加快脚步并迅

速接近王某# 王某这才意识到自己

被人尾随" 于是便想跑步逃走" 陈

佳明则迅速追上并强行抢夺王某的

手机#

抢夺过程中王某不断反抗 "后

陈佳明用力将王某摔倒在地" 致使

王某受伤无法进行反抗" 随后陈佳

明逃离现场#

$朱程路%

亲
生
母
劝
儿
行
窃

贪
小
利
母
子
获
刑

为贪图蝇头小利"亲生母亲竟指使

儿子到邻居家盗窃# 近日"经江苏省沭

阳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盗窃罪分

别判处周晓兵% 胡翠红拘役二个月"宣

告缓刑三个月"各并处罚金
!&##

元#

&%

岁的胡翠红系沭阳县人# 今年
%

月
.

日晚
)

时

许" 胡翠红见邻居周某家中无人" 便指使儿子周晓兵

到周某家盗窃# 起初周晓兵不同意" 但在胡翠红的一

再要求和劝说下" 周晓兵最终还是同意潜入周某家盗

窃# 待周晓兵翻越院墙进入周某家后" 胡翠红便在自

家门外望风" 周晓兵则将周某屋门撬开" 将室内的
.#

件被罩盗走" 并由胡翠红将其藏于自家主屋内# 次日"

周某发现家中被盗" 遂报警# 经鉴定" 被盗被罩价值

'&##

元#

案发后" 胡翠红% 周晓兵主动归还了被害人的全

部财物" 并获得了对方的谅解#

$高改芹 王义%

百万外债无力还 合演双簧骗人财
为了偿还欠下的百万外债" 兄

弟二人与他人合谋假扮国民党高级

将领后代" 通过诈骗手段骗取他人

钱财# 近日" 经湖北省枣阳市检察

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王

小可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并处罚

金
"

万元+ 判处王大华有期徒刑三

年"宣告缓刑五年"并处罚金
!

万元#

王大华% 王小可兄弟二人原本

在深圳从事工艺品生意" 后因经营

不善欠下百万外债#

"#!'

年
(

月"

兄弟俩经朋友王栓 $另案处理% 介

绍结识了在黑市进行外汇交易的名

为 !老白毛$ 的男子 $另案处理%#

'

人策划事先将面值
!

美元的美金

夹在面值
!##

美元的美金内" 随后

合伙上演了假扮国民党高级将领后

代" 低价出售祖辈遗留!美元$的骗

局# 江西女老板陈某经朋友介绍后

认为有利可图" 遂向王小可等人支

付了
(&

万元兑换款及
!

万元的!喝

茶钱$#后陈某在与他人交易时发现

上当#

$梁 军%

日前!浙江省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驻中国$杭州%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检察联络室正式挂牌成立# 该联络室将立足检

察职能!在信息共享服务体系&电商信用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建设过

程中助推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发展# 范跃红
!

本报通讯员王晟摄

四川省检察院依法对任伟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

记者贾阳
&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

院了解到"日前"四川省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四川省成都市公

安局副巡视员任伟决定逮捕#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上接第一版$)条例*坚持问题导向和改革精神"突出地方党委全面

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健全地方党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制度基础"完

善地方党委运行机制"是新形势下做好地方党委工作的基本遵循#中

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党委要全力抓好)条例*学习贯彻#地方各级

党委要结合实际制定和完善工作规则#上级党委要加强对)条例*贯

彻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确保)条例*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会议认为"我们党高度重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坚持人口与发

展综合决策"不断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经过长期努力"我国人口过快

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妇女儿童发展状况极大改善"人口素质明

显提高#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是促进人

口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减

缓人口老龄化压力"有利于更好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促进家庭幸

福与社会和谐#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统筹推进生育政策%服务

管理制度%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和治理机制综合改革#要依法组织实施

全面两孩政策"完善生育登记服务制度"统筹好卫生计生%教育%社会

保障%就业等政策措施"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加强妇幼保健能力

建设" 加强妇幼保健医护人员培养" 全面提高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水

平#要加大对计划生育家庭扶助力度"解决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保障

等问题#要落实责任%加强协作"做好宣传和舆论引导"严格控制政策

外多孩生育"维护良好生育秩序#

"上接第一版$

二&聚焦队伍建设'夯实发展根

基(打铁还得自身硬#队伍建设始终

是检察工作永恒的主题!是规范司法

的基础和保证#司法办案中出现的不

规范问题! 根源往往在队伍本身!只

有把队伍建设抓好了!规范司法的基

础才能夯实#河北检察机关在队伍建

设上坚持 '严 (字当头 #一是严格教

育!提升综合素能#注重加强对检察

人员日常理想信念教育! 深入践行

'三严三实(! 通过开展检察大讲堂&

规范司法行为演讲会&座谈会&召开

正反典型通报会等形式!进一步强化

检察人员宗旨意识和规范司法意识#

结合检察职业特点!大力推进队伍正

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加强对检

察人员司法工作基本规范&应知应会

法律知识&群众工作能力等分类指导

和培训!提升检察人员规范司法的能

力#二是严格制度!提高规范化水平#

省检察院带领全省检察机关既注重

加强业务规范&规章制度建设!不断

补充修订完善 )规范化管理制度汇

编*!为规范司法行为"规范机关工作

运行提供制度层面的有力依据!更注

重抓好落实! 加强日常工作调度!加

强对制度不落实"任务不完成情况的

通报!提升检察人员规范意识"责任

意识+三是严明纪律!守住廉洁从检

底线+ 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组织广大检察人员认真学习)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

廉洁自律准则*! 严格落实规范司法

人员交往行为和干预过问案件的有

关规定!进一步厘清行为边界!使检

察人员不越规"不逾矩+四是严格问

责! 把从严治检的要求落到实处+全

省检察机关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两个责任(!坚持业务"队伍建设两

手抓同推进! 加大正风肃纪力度!以

零容忍态度坚决查处违法违纪案件+

今年以来!共立案处理检察人员违纪

违法案件
!&

件
""

人+

三&聚焦监督管理'提升司法公

信)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要

用更严格的标准加强对自身司法活

动的监督! 扎紧检察权运行的笼子!

保证严格规范司法!提高检察公信力

和人民满意度+河北检察机关在这方

面做了扎实细致的工作+一是着力加

强内部监督+ 健全权力运行机制!制

定 )河北省检察机关权力运行手册*

和)关于建立权力运行风险预警处置

机制的实施意见*!建立完善'检察权

运行防控(九大机制+强化案管部门

监督!依托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

统!实现对办案活动的全程"统一"实

时"动态管理和监督,每年定期开展

全省三级院办案质量评查检查!每季

度通报检察业务统计分析!逐步形成

案件质量动态管控体系+强化纪检监

察部门监督!严格落实司法办案监察

建议"重点案件回访监督制度!积极

推进专项督察"个案督察"跟踪督察"

网上督察+ 二是自觉接受外部监督+

主动向各级人大报告反贪污贿赂工

作"刑事诉讼监督工作和规范司法行

为专项整治工作等! 以登门走访"召

开座谈会" 开通微博微信等方式!加

强与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的日常联

络!虚心征求意见建议!对反映的问

题认真整改+河北检察机关还不断强

化人民监督员监督! 认真听取公安"

法院以及案件当事人"律师的意见建

议!自觉接受新闻舆论对检察权的监

督+三是深入推进检务公开+研究制

定)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实施

细则*+ 全省各级院已全面建成集控

申"接待"查询"咨询于一体的检务公

开大厅和门户网站"微博微信网上检

务公开平台!现正着力推进公开内容

向司法办案延伸!以公开倒逼规范司

法!以公开让检察权在阳光下运行+

四&聚焦服务大局'深化规范司

法效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检察

机关的根本任务+规范司法行为归根

结底是要求检察机关依法正确行使

法律赋予的权力!保障和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当前!经济发展步入新

常态!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这些都给

检察机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前不

久!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亲赴河北调

研!对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今年

以来!河北检察机关在提供有力到位

司法保障"服务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最高检

和省委的充分肯定+这也是与检察机

关深入开展规范司法行为"切实提高

法律监督能力和水平分不开的+全省

检察机关切实找准服务大局的着力

点和切入点!结合专项整治工作中查

找出的服务大局方面的问题!着眼河

北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功能定位!

研究制定了)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

服务和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指导

意见*! 涉及
)

个方面
%#

条服务意

见!很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特别是针

对重点工程"重大交通建设项目以及

京津两地落户河北的重大项目!深入

开展职务犯罪专项预防!积极跟进法

律服务!保障了政府投资安全和项目

建设顺利进行+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