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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完成检察官职务套改工作
本报讯 !李轩甫

!

通讯员林 " 海南省检察院积极与

该省省委组织部沟通协调! 开展检察官职务套改工作!

!"

月
!#

日!海南省三级检察院已顺利完成套改工作"今年
$

月中旬!在海南省检察院的统一部署下!该省三级检察院开

始同步实施这项工作"该省检察机关准确把握套改范围#标

准#步骤等重点环节!确保工作严格#准确"

专家研讨公诉人举证质证方式改革
本报安吉

"#

月
"$

日电!范跃红
!

通讯员楼瞑霞" 今

天!中国检察学研究会公诉专业委员会在浙江省安吉县召

开研讨会!来自司法实务部门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共
!%#

余

人参加研讨"与会人员围绕诉讼制度改革与公诉人举证质

证方式调整#多媒体示证改革与完善#不同审理程序与公

诉人举证质证方式改革等进行交流研讨"

李克强主持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四次会议
据新华社郑州

"#

月
"$

日电!记者王慧慧 伍岳" 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
!&

日上午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主持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四次会议! 同与会领导人深入探

讨新形势下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 推动共同发展振兴的

新思路新办法"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哈萨克斯坦总理马

西莫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理萨里耶夫等观察员国代表出席"

河北省邢台市原副市长李全保被双开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

息!日前!经河北省委批准!河北省纪委对邢台市原副市长

李全保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李全保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财物!收受礼

金!涉嫌犯罪"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李全保开除党籍#

行政开除处分"

孟建柱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国家
安全委员会主席谢吉兹巴耶夫

耿惠昌参加会见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郭洪平" 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

柱
!&

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吉

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主

席谢吉兹巴耶夫"

孟建柱说# 在两国元首推动

下# 中吉战略伙伴关系健康发

展# 双方在政治! 经济! 安全等

领域的合作不断升级# 在双边和

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就国

际事务保持沟通与协调" 中方愿

与吉方一道# 认真落实两国元首

达成的共识# 以共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为契机# 积极推动中吉关系

不断向前发展"

孟建柱指出 # 中国政府高

度重视中吉两国执法安全领域

合作 " 近年来 # 双方在打击

$三股势力%! 大型活动安保等

领域相互支持! 密切协作 # 为

维护共同的安全利益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中吉同处于国家发展

的关键期# 都需要一个安全稳

定的外部环境" 双方应进一步

加强安全领域交流与合作# 为

两国繁荣稳定和地区长治久安

作出应有贡献"

谢吉兹巴耶夫表示 # 吉方

高度重视发展吉中关系 # 愿在

打击 $三股势力% 等领域与中

方深化务实合作# 共同维护两

国安全与稳定"

国家安全部部长耿惠昌 !

副部长董海舟# 外交部部长助

理李惠来参加会见"

深化检务公开 提升司法公信
广东：代表委员检察开放日谈规范司法
甘肃：微博全程直播检察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 !朱香山
!

通讯员韦

磊 王磊"

!"

月
!'

日# 广东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雷于蓝等

"&

名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走进

广东省检察院# 参加该院
"#!&

年检察开放日活动"该院检察长

郑红主持活动"

在参观了解广东省检察机

关案件统一集中管理工作!听取

广东省检察工作情况和规范司

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

后#雷于蓝和代表委员们对广东

检察机关今年以来各项工作进

展# 尤其是不断加强内外部监

督!规范司法行为的举措和成效

给予高度评价"雷于蓝对新形势

下开展检察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一是要更加注重加强和改进与

社会各界的联系#注重延伸检察

工作触角&二是要牢固树立$永

远在路上%的理念#进一步推进

司法规范化建设&三是要继续加

大推进检务公开力度#提高司法

公信"与会代表!委员们也畅所

欲言#对进一步做好检察工作提

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据了解#今年
!

月至
!!

月#

广东省检察机关共批捕各类刑

事犯罪
!"('

万余人# 起诉
!'('

万余人 & 立案侦查职务犯罪

%#$%

人# 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

亿元"查处涉嫌犯罪的厅级

干部
&!

人#县处级干部
"")

人"

监督侦查机关立案
%**

件!撤案

'+)

件#纠正侦查活动违法
!##&

件#追加逮捕
!)%*

人#追加起诉

!!!$

人#对
&%!

件刑事和民事裁

判提出抗诉"共发布案件程序性

信息
"!(*

万余条# 发布法律文

书
&(+

万余份#发布重要案件信

息
'##+

条"

本报兰州
"#

月
"$

日电!记

者南茂林
!

李郁军" $既要坚持

眼睛向内对症下药# 使出狠招及

时治主动改# 又要坚持不捂不掖

不躲不藏# 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今天# 甘肃省检察院检察长路志

强在该院检察开放日座谈会上强

调# 要把民意作为反映和衡量检

察工作做得好不好! 群众满意不

满意的$晴雨表%#把群众的评价

作为衡量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

工作是否取得实效的$标尺%"

!"

月
!&

日# 甘肃省检察院

在该院机关和兰州市检察院举

办以$规范司法行为#提升司法

公信力%为主题的检察开放日活

动#

'%

名在甘全国和省市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省人大!政协相关

部门领导#省院人民监督员!特约

检察员!媒体记者及微博粉丝代

表走进检察机关#通过参观!互动

及座谈等零距离了解检察工作"

不少网民通过甘肃省院和兰州

市院官方微博的全程网上直播#

了解并参与了这次活动"

近年来#该省检察机关始终

将司法为民贯穿于检察工作的

全部过程和各个环节#主动请群

众参与查找问题#自觉让群众监

督整改落实#确保由群众评价工

作成效"积极依托乡镇检察室或

检察服务室扩大检察宣传覆盖

面#利用$两微一端%等新媒体着

力打造 $互联网
,

检察% 工作模

式#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规范司

法行为!提升司法公信力"今年以

来#共查办职务犯罪
*!"

件
!!)&

人#厅级以上
*

人#县处级
+'

人&

挽回经济损失
%(+

亿余元"

$规范司法行为要与改善民

生相结合#与群众评判相结合"%

在了解该省检察机关$保民生促

三农%$两联系两促进%等服务大

局的特色工作后#参加活动的代

表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建

议"路志强表示#一定要把大家

的意见建议消化好! 吸收好#谋

划好新一年的检察工作"

最高检近三年派员直接介入11起特别重大事故调查
2013年至2014年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生产安全事故所涉职务犯罪1278件1917人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

者徐日丹"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年来#全

国检察机关不断加大对生产安

全责任事故所涉贪污贿赂!渎职

等职务犯罪的查处力度#

"#!%

年

至
"#!'

年# 全国检察机关共立

案侦查生产安全事故所涉职务

犯罪案件
!"*+

件
!$!*

人"

今天上午#最高法!最高检!

国家安监总局联合召开新闻发

布会#向社会公布最高法!最高

检联合制定的 '关于办理危害

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最高检法律政

策研究室副主任 泉杰在回答本

报记者提问时表示# 近年来#全

国检察机关不断加大对生产安

全事故所涉贪污贿赂!渎职等职

务犯罪的查处力度#依法查办了

一大批职务犯罪案件#为保障广

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公共财产

和国家利益#促进生产秩序持续

好转#保障经济科学发展发挥了

积极作用"

据 介 绍 #

"#!%

年 至
"#!'

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生

产安全事故所涉贪污贿赂!渎职

等职务犯罪案件
!"*+

件
!$!*

人" 其中渎职侵权犯罪
!"#&

件

!)+"

人 # 分 别 占
$'("$-

和

+*(*'-

& 贪污贿赂犯罪
!+

件
"*

人#分别占
!('!-

和
!('!-

&通过

办案挽回经济损失
&)%*()

万元"

泉杰说# 从各级检察机关

办案情况看#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所涉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呈现

三大特点)一是涉案的行业性特

点突出"涉及建筑!煤矿!交通!

非煤矿山!消防安全!化工生产!

食品医药等七个行业的案件共

有
$&*

件 # 约占立案总数的

*'(++-

"二是涉案职能部门相对

集中" 主要集中在安全生产监

管!煤炭行政主管!建筑!交通!

公安!国土等国家行政机关和行

政执法部门#约占立案侦查的犯

罪嫌疑人
''(!%-

" 三是各类生

产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失后果十

分严重"检察机关办理的安全责

任事故案件中# 共造成
%)&&

人

死亡!

)#'

人重伤!

*#&'

人轻伤#

直接经济损失
'#(&*

亿元"

据介绍#

"#!%

年至今# 最

高检派员直接参加国务院调查

组介入
!!

起特别重大事故的调

查# 依法立案侦查事故背后所

涉职务犯罪案件
!%)

件
!%)

人#

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

效果" 例如# 在江苏省昆山市

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

+

*

"

%

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案! 河南平

顶山 $

&

*

"&

% 特别重大火灾事

故案等生产安全事故中# 最高

检及时派员介入国务院事故调

查组参与调查或直接成立检察

调查专案组# 深挖生产安全事

故背后的职务犯罪# 一批涉嫌

贪污贿赂! 渎职等职务犯罪的

公职人员被依法立案侦查"

!"

月
!&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钓鱼台国

宾馆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吉兹巴耶夫# 郝帆摄

“对抗”就是鸡蛋碰石头
"

马 蔺

据媒体梳理!今年中纪委

网站 $纪律审查 %栏目的通告

中 !有
%&

例 $干扰 &妨碍组织

审查%或$对抗组织审查%的表

述# 其中!有
!%

人为省部级官

员# 这些涉案官员与组织审查

$对抗%的一种主要方式是$订

立攻守同盟%#

一个党员!都应该记住入

党誓词中的这一句 ' 对党忠

诚# $对抗组织审查%不仅不是

忠诚! 而且是对党的背叛!是

对自己信仰的背叛# 一个连自

己信仰都敢背叛的人!极可能

会把个人的利益放在首位!极

可能会丢弃起码做人的准则#

怀着侥幸心理订立攻守

同盟!只想自保脱身# 岂知!人

人自保!人人难保# 各怀心腹

事!难做真正人# 在党纪国法

面前!$对抗% 是一个伎俩!甚

或就是一次表演!但都是徒劳

的# 即便你曾身居高位!一旦

心怀叵测!最终自己的罪恶也

会暴露在阳光之下# 党纪国法

是一块$硬石头%!$对抗%无异

于鸡蛋碰石头(

“两高”发布司法解释规范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

生产安全事故中“隐名持股人”可认定为犯罪主体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徐日丹" 在危害生产安

全刑事案件中# 对于身居幕后

的$隐名持股人%该如何追责 +

对于故意隐匿! 遗弃事故受伤

人员的行为又该如何定罪 +针

对公众所关心的生产安全事故

中涉及的相关法律适用问题 #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

院今天联合发布 '关于办理危

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 )下称 *解

释+,给予明确规定"

今天上午#最高法!最高检!

国家安监总局联合召开新闻发

布会#向社会公布最高法!最高

检联合制定的'解释("该'解释(

共
!*

条# 针对办理危害生产安

全刑事案件起诉!审判过程中存

在的突出法律适用问题#作出了

有针对性的规定#内容涵盖相关

犯罪主体范围! 定罪量刑标准!

从重从轻处罚情节的具体运用

以及相关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渎

职犯罪的认定处理等方面的多

个重要问题"'解释( 将于
"#!&

年
!"

月
!)

日起正式实施"

近年来# 在一些危害生产

安全的刑事案件中#$隐名持股

人%的话题不断发酵"针对这一

情况#'解释(明确规定#负有组

织! 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实际

控制人!投资人#或者对安全生

产设施! 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

国家规定负有直接责任的实际

控制人!投资人#可以认定为相

关犯罪的犯罪主体# 以严密刑

事法网#确保刑罚效果"

据了解#实践中#某些黑煤

窑!矿山业主在生产安全事故发

生后#为掩盖事故事实!逃避法

律追究#不仅不组织抢救和向相

关部门报告#反而故意隐匿!遗弃

事故受伤人员#甚至作出堵塞出

事矿井!掩盖事故真相的恶劣行

为#导致被困人员和被隐匿!遗弃

人员死亡!重伤或者重度残疾#社

会危害严重"为此#'解释(明确#

对于上述行为#应依法以故意杀

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解释(强调要严惩相关贪

污贿赂和渎职犯罪# 明确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投资入

股生产经营# 构成本解释规定

的有关犯罪的# 或者国家工作

人员的贪污! 受贿犯罪行为与

安全事故发生存在关联性的 #

从重处罚#同时构成贪污!受贿

犯罪和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的 #

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据了解#近年来#不乏危害

生产安全犯罪分子短时期内再次

重操旧业的案例# 从而引发新的

生产安全事故"对此#'解释(对如

何适用禁止令和职业禁止措施作

出了规定"其中#对于实施危害生

产安全犯罪适用缓刑的犯罪分

子#可以根据犯罪情况#禁止其

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与安全

生产相关联的特定活动" 而对

于被判处刑罚的犯罪分子 #可

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

的需要# 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

毕或者假释之日起三年至五年

内从事与安全生产相关的职业"

《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全文见三版

曹建明在与最高检定点扶贫地区负责同志座谈时指出

按照中央定点扶贫工作要求
共同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

者徐盈雁" 今天下午#最高人民

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曹建明

亲切会见最高检定点扶贫地区云

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主要负

责同志一行# 听取文山州和西畴

县! 富宁县两个定点扶贫县扶贫

开发工作情况汇报# 共商如何做

好下一步脱贫攻坚工作" 曹建明

在座谈时强调# 检察机关要认真

学习贯彻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李克强总

理关于机关企事业单位做好定点

扶贫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

中央定点扶贫工作要求# 创新务

实举措#健全工作机制#坚持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 与定点扶贫地区

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努力# 如期完

成脱贫攻坚任务"

曹建明指出# 开展定点扶贫

工作# 是中央从全局出发作出的

重大决策# 检察机关在其中承担

着重要的历史责任" 在定点扶贫

西畴县的基础上# 今年中央又把

定点扶贫富宁县的任务交给最高

检# 这是中央对最高检的信任和

嘱托#是最高检义不容辞的责任"

最高检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

部署#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

导# 切实增强脱贫攻坚的责任感

使命感" 要认真研究

定点扶贫地区的现实

状况# 按照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要求# 精准

施策精准推进" 要在

选派扶贫干部! 加大

援助培训力度等方

面#加大务实举措#创

新定点扶贫工作机

制# 建立脱贫攻坚支

撑体系# 始终把脱贫

攻坚责任扛在肩上 #

与定点扶贫地区广大

干部群众一起努力 #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 让广大人民过上

幸福安康的生活"

最高检政治部主

任王少峰出席座谈并

讲话"他强调#最高检

扶贫领导小组要认真

贯彻中央扶贫开发工

作会议精神#增强打好脱贫攻坚

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全面贯彻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进一步

谋划好下一步定点扶贫计划&抓

住关键#突出重点 #确保完成各

项定点扶贫任务"

据悉#今年是最高检开展定

点扶贫工作的第二十年"二十年

来#最高检历届党组认真贯彻党

中央战略部署#高度重视定点扶

贫工作# 统筹实施项目扶贫!产

业扶贫! 文化扶贫和智力扶贫#

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二十年来# 最高检先后派出
!+

名扶贫挂职干部和
)

名支教干

部到西畴开展多种帮扶工作"历

批扶贫干部主动融入当地社会#

发扬最高检优良传统#发挥自身

特长#为当地脱贫开发作出了积

极贡献#深得当地群众好评"

最高检扶贫领导小组成员!

扶贫挂职干部和文山州 ! 西畴

县 ! 富宁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座谈"

!"

月
!&

日下午!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曹建明在京亲切会见最高

检定点扶贫地区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富宁县的主要负责同志- 肖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