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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检察院对郑雪碧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王丽丽"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

检察院获悉!日前!河北省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中共承德市委

原书记郑雪碧!正厅级"决定逮捕"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山东检察机关对侯景华提起公诉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王丽丽"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

察院了解到!辽宁省海事局原局长侯景华!正厅级"涉嫌受贿罪一案!日

前已由山东省烟台市检察院向山东省烟台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侯景华享有的诉讼

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侯景华!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烟台

市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侯景华利用其担任北海救助局局长$辽

宁省海事局局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贿赂!

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宁夏检察机关对马占林提起公诉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王丽丽"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

检察院获悉! 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原党组成员$ 副厅

长!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正厅级"马占林涉嫌受贿犯罪一案!

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侦查终结!经依法指定管辖!日前!已由宁

夏石嘴山市检察院向石嘴山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马占林享有的诉讼

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马占林!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石嘴

山市检察院起诉书指控# 被告人马占林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副厅长$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广西检察机关对赵贵坤移送审查起诉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王丽丽"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

检察院了解到!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委原副

书记$县长赵贵坤!正处级"涉嫌受贿犯罪一案!由来宾市检察院侦查

终结!已移送该院公诉部门审查起诉"

河北省检察院对徐尚武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王丽丽"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

检察院了解到!日前!河北省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行贿罪对河

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原县委书记徐尚武!正处级"决定逮捕"案件侦

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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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读

牟小利替人开票 助逃税涉罪获刑
为他人连续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骗取国家抵扣税款"经山东省东

阿县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一

审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宋

家林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
!"

万元"

!"#!

年
$

月至
!%&'

年
(

月!为

弥补佳汇公司$中联特公司$祥顺公

司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 邱德刚

!另案处理"联系到宋家林!由上述

三家公司给宋家林出具授权委托

书! 授权其代表上述三家公司办理

钢材购进业务"宋家林购得货物后!

采取票货分离的方式! 将货物出卖

给第三人! 将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

开具到上述三家公司! 并收取邱德

刚支付的相关费用"其间!宋家林共

开具了
(%'

份增值税专用发票 !上

述三家公司将发票全部认证抵扣税

款!抵扣税款合计为
)##

万余元"

!沈雪 赵昌双"

放
任
租
客
设
赌
场

租
客
房
主
都
触
法

把房子租给别人! 明知对方在出

租房内利用赌博机招揽他人进行赌

博 ! 仍为其提供场地和赌具 " 近日 !

经安徽省砀山县检察院提起公诉! 租

客李运春和房主魏欣均被法院以开设

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缓刑一年! 各并处罚金
#

万元"

今年
*

月至
'

月! 李运春租住在魏欣的房子里! 他

看见房里闲置着两台有赌博功能的游戏机 !可供
&'

人独

立操作"! 便用游戏机招揽人来赌博! 从中牟利" 魏欣明

知李运春用游戏机进行赌博! 仍然继续将房屋和游戏机

租给李运春"

'

月
*"

日! 公安机关对该场所进行检查时!

将魏欣和李运春以及多名参赌人员抓获"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李运春以营利为目的! 开

设赌场供人赌博! 被告人魏欣明知李运春开设赌场! 仍

然为其提供场地及赌具! 二人均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遂

作出上述判决"

!朱爱东"

承包林地不养护
挖山卖土被公诉

在未办理相关手续的情况下

非法占用林地! 改变土地用途!擅

自取土用于出售谋利!造成数十亩

林地被严重破坏 "近日 !江西省鹰

潭市月湖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占

用农用地罪对王斌华提起公诉"

!""$

年以来!王斌华先后与鹰

潭市高新区白鹭乡饶家村小组$东

塘村小组$ 上房村小组的
&"

余名

村民签订协议!购买获得了数十亩

自留山的林地使用权 "随后 !在未

办理任何相关手续的情况下!王斌

华雇请他人开始陆续上山挖土!并

将土方卖给当地商品房和廉租房

的工地施工方! 从中非法获利
!+$

万余元 "今年
(

月 !鹰潭市森林公

安机关将王斌华抓获归案 " 经鉴

定!王斌华的行为共造成
'$+#

亩林

地被严重破坏"

!杨卉 王小俊"

刑满释放不学好 为筹毒资又去偷
%瘾君子&为筹集毒资!盗窃刑

满释放后! 再次铤而走险盗窃农民

的水牛"近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横

县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一审以盗

窃罪判处黄致松有期徒刑一年零八

个月!并处罚金
(%%%

元"

黄致松是灵山县的一名居民 !

染上了毒瘾后不能自拔"

!%#%

年
(

月
#*

日! 他曾因盗窃罪被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 刑满释放后! 还

是为了筹集毒资 ! 黄致松于
!%#'

年
,

月
!'

日
*

时许来到横县新福

镇塔竹村! 将被害人黄某圈养的两

头价值
#+)(

万元的水牛盗走 ! 牵

至灵山县沙坪镇双六村附近的小溪

旁边藏匿" 第二天
#

时许! 黄某在

藏匿地点找回了被盗的两头水牛"

最终! 黄致松因吸毒被公安机关抓

获! 主动交代了自己盗窃两头水牛

的事实"

!何家银"

架设私服运营游戏 侵犯知识产权受罚
游戏玩家架设服务器运营盗版

游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近日!经

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张磊$苗振宇$郭子双$王建$刘

岩犯侵犯著作权罪! 被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缓刑二年至

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不等的刑

罚!各并处罚金"

张磊是一名游戏玩家 " 在玩

过某游戏后 ! 张磊觉得该游戏玩

家多 $ 影响力大 ! 于是想架设该

游戏的私服赚钱 "

!%#*

年
)

月 !

张磊通过网络渠道购买到该游戏

的源代码 ! 在未经游戏运营公司

授权的情况下 ! 利用该游戏源代

码制成盗版游戏 " 随后 ! 张磊通

过网络找到服务器中间商刘岩 !

先后从刘岩处租借到位于外地的

服务器 ! 并找到一家网络公司承

担网络充值支付平台转账业务 "

该网络公司的工作人员苗振宇 $

郭子双 $ 王建明知张磊非法运营

盗版游戏却仍为其提供帮助"

!周立夫"

【青岛市检察院】

“评最差”倒逼规范办案
本报讯 !记者程振楠

$

王海声" 近日! 山东省青岛市检察院召开

专门会议部署开展基层检察院案件质量评查工作" 为确保评查结果公

正有效! 此次评查主要采取网上进行的方式! 对抽查确定以及重点选

定的案件! 由该市检察院调取全部电子卷宗和业务材料! 开展集中闭

门评查! 确保评查进程全封闭# 无干扰" 此次评查活动还提出了 $只

评最差不评最优% 的要求! 每个评查小组必须从所评案件中选择一起

质量最差案件! 将评定理由及原因详细汇总记录" 评查结果将直接

与各基层检察院年底绩效考核挂钩! 同时! 被评定的最差案件还将

在全市通报"

鉴定人当庭答疑解惑
江苏海安：提升鉴定服务水平保障案件质量

本报讯 !记者龙平川
$

徐德

高
$

通讯员陆吟秋 钱鹏" %本

案中!送检购房协议中 '合同专

用章(系红色圆形印文 !印文特

征明显)样本'合同专用章(!注#

由某建筑公司提供"亦系红色圆

形印文!印文清晰$完整!具有可

比性!具备检验条件 "&近日 !在

江苏省海安县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吉建军涉嫌诈骗案的现场!海

安县检察院鉴定人许霞依法出

庭作证!并回答质疑"

今年
'

月至
(

月!海安县海

安镇周吴村村民吉建军自称是

承包水电工程的某建筑公司南

屏建筑站经理!并谎称拥有
(

套

某小区商品房 "随后 !他以工程

需要资金周转$工人急需工伤医

疗费为借口 !伪造身份证 $合同

专用章签订购房协议!先后骗取

!

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
$+,

万元"

该案经海安县公安局侦查

终结后!移送海安县检察院审查

起诉 " 承办检察官讯问吉建军

时!他并不承认其购房协议中所

盖的印文为伪造" 为了查明案件

事实!承办检察官找到了该院技

术部门"

于是!技术部门鉴定人许霞

使用最新的文件检验设备!通过

将检材印文与样本印文进行比

较检验的方式!发现两者不仅在

文字$字形字体等概貌特征上不

相符!而且在印文大小 $边线宽

度等细节特征方面亦不相符!反

映出不同印章的特点!便给出了

送检的购房协议中第三页左下

方%甲方 *签章 +&处印文与样本

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

的鉴定意见"该鉴定意见最终被

法庭采纳!吉建军因诈骗罪被法

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三

个月!并处罚金
'

万元"

今年以来! 海安县检察院积

极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检察办案

新要求! 该院技术部门与民行$

公诉$自侦部门密切配合 !充分

发挥文件检验$司法会计等检验

鉴定门类的专业技术优势"同时!

围绕庭审前准备工作$ 庭审过程

中答辩两个阶段! 采取 %四个提

前$三个注意&的工作机制!即提

前查阅卷宗$熟悉案情!提前与公

诉人沟通!提前备齐出庭所需资

料! 提前熟悉出庭作证的程序)

注意鉴定人的从业履历以及专

业职称的介绍$注意保持鉴定人

的中立性$注意讲究庭审的答辩

技巧" 今年以来!该院技术部门

共受理并主办检验鉴定案件
!%

余件! 为规范司法办案提供了有

力$有效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四级网格撑起全覆盖预防网
广西天峨：利用“网格化”管理推进社会化预防

本报讯 !记者姜洪
-

邓铁军
$

通讯员贺树雄 " 今年以来 !广

西壮族自治区天峨县检察院积

极探索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新机

制!推进%县$乡*镇+$村$屯&四级

预防职务犯罪 %网格化 &全覆盖

的管理模式!取得了良好效果"

近年来!职务犯罪案件在天

峨县危房改造 $燃油补贴 $病死

猪无害化处理等多个领域呈多

发态势"仅在
!%&'

年!天峨县检

察院就查办了职务犯罪案件
&,

件
!'

人"

!%&(

年初!针对职务犯

罪案件多发生在乡村的情况!天

峨县检察院在该县党委$政府的

统一牵头领导下!横向里将该县

.

个乡镇划分为三个大 %网格&!

纵向里在县$乡*镇+$村$屯设立

四个层级%网格&!把每个预防单

位作为相对独立的小%网格&!对

应建立预防工作机构!%网格&内

设有巡查员 $联络员 $信息员及

监督员"该院三名副检察长分别

担任三个大%网格&工作组组长!

该院
*$

名干警被合理分配到各

层级的 %网格 &内 !通过月报台

账$信息共享等形式推动%网格&

化预防落地生根"

据悉! 该县
.

个乡镇
.'

个

行政村$社区及县直单位全部建

立了预防工作机制!并被纳入该

县职务犯罪预防 %网格化 &管理

体系!形成%党委政府统一领导$

检察机关牵头$ 有关部门协同$

分级网格管理$人民群众参与支

持&的社会化预防格局"

截至
##

月 ! 该院已开展

%检察长宣讲团进乡镇& 活动
##

次 ! 组织干警深入村 *社区 +

开展职务犯罪预防知识巡回讲

座
*#

次 ! 接受咨询
#%%

余次 !

受教育村镇干部近
*%%%

人! 发

放职务犯罪预防宣传资料
(%%%

余份 ! 受理举报线索
'

件 ! 进

一步提高了广大基层干部的法

治意识"

27棵被盗伐树木必须补种
海口琼山：对破坏生态环境案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本报讯!李轩甫
$

通讯员陈子

燕" 贪图小利盗砍了集体所有

的林木
!)

棵!但造成的损失没有

具体的权利主体主张赔偿" 为了

维护集体权益!保护生态环境!海

南省海口市琼山区检察院首次以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方式对被告人

冼必军盗伐林木案提起公诉"近

日! 法院以盗伐林木罪判处冼必

军有期徒刑二年!宣告缓刑三年!

并处罚金
(%%%

元"同时!判令冼

必军在判决生效一个月内! 在盗

伐区域补种
#'

棵桉树和
#*

棵马

占相思树!确保成活"

!%#(

年
'

月
#*

日! 冼必军

雇请他人在琼山区龙塘镇玉璜村

%贵家田肚西&坡地和%白马&坡地

砍伐树木!共盗砍集体所有的
!)

棵树木和个人种植的
!#

棵树木!

获利
'*%%

元"经鉴定!涉案树木

立木蓄积量为
#.+%$%)

立方米"

琼山区检察院审查此案后

认为!冼必军的行为已构成盗伐

林木罪!其盗伐行为给集体财产

造成损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

偿责任"由于村集体没有主张林

木被盗伐的财产损失!为及时挽

回集体财产因违法犯罪遭受的

损失$保护生态环境 !根据法律

规定!琼山区检察院向法院提起

了附带民事诉讼"

据悉!该案是海南省首例以

法院判决形式促进生态环境修

复的案例!既有效惩治了破坏森

林资源犯罪!又让被告人以实际

行动弥补集体损失!更可警示其

他公民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彰显

了检察机关从严打击侵害生态

环境犯罪的态度 " 琼山区检察

院$法院 $森林公安将持续对冼

必军补种树木的情况进行跟踪

监督!使判决执行落到实处"

拉出菜单授课 针对问题送法
泉州鲤城：为企业开办菜单式法治讲座

本报讯 !通讯员陈淑华

薛晓梅" %检察院送来的法

律知识正是我们企业急需的 !

既提高了员工的法律素质! 也

帮助企业理清了法律问题 " &

近日! 福建省泉州开发区宏远

公司副总裁陈苍松说 " 原来 !

该公司曾因在一个棉花采购合

同中存在疏忽而损失了近千万

元! 泉州市鲤城区检察院的法

律服务队得知这一情况后! 将

%送法进企业 & 的主题定为

%签订及履行合同中应注意的

问题 &! 让该企业负责人和员

工受益匪浅"

据悉 ! 鲤城区检察院的

%送法进企业 & 活动已持续十

年"

!%#(

年以来! 该院针对以

往法治宣讲教材一稿通用$ 针

对性较差的情况! 推行菜单式

法治讲座! 让法治宣讲更接地

气! 更具人情味"

在九牧王厦门总部专场送

法活动中! 鲤城区检察院检察

长程和平从九牧王企业的 %牧

心文化&入手!结合典型案例!向

企业员工讲述法律与企业经营

管理$员工自身发展的关系! 帮

助企业$ 员工自觉营造遵规守

法的氛围! 并向员工提出
,

条

建言#%身心要健康! 不要接受

贿赂)公私要分明!不要职务侵

占)秘密要保守!不要窃取泄露)

维权要依法!不要粗暴鲁莽)成

本要核算!不要因小失大)恶习

要杜绝!不要不计后果" &

%宣讲主题由企业 '点 (!

检察官精心准备警示案件$ 图

片和讲解内容! 讲解时没有枯

燥的法律条文! 而是以朋友式

交心的方式! 生动活泼! 针对

性强! 让我们收获很大,& 听完

法治讲座后! 多位企业负责人

这样评价讲座内容" 今年以来!

鲤城区检察院已举行法治讲座

!%

场次! 接受教育的企业员工

达
*%%%

余人次"

一堂法治讲座的影响力不

仅仅在于授课的这
#

小时内 !

在讲座结束后! 鲤城区检察院

建立了 %送法进企业& 微信群!

及时在线回复企业提出的常见

法律问题! 打造了不间断的送

法互动平台"

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定期组织干警深入街镇向

市民发放检务公开宣传资料$开展便民法律咨询%图为

该院检察官近日走进社区$开展普法宣传%

本报通讯员夏林杰摄

社区
普法

17位全国人大代表
应邀视察广东检察工作

本报广州
!"

月
!#

日电!记者郭美宏
-

朱香山" 在全国人大常

委会办公厅联络局的大力支持下!

#!

月
#'

日至
#$

日!

#)

位全国人

大代表应最高人民检察院邀请!围绕%检察机关规范司法行为工作&

主题!对广东省检察机关开展为期
(

天的视察"

视察组
#(

日视察了广东省检察院和广州市检察院!广东省检察

院检察长郑红介绍了广东省情和检情! 该院副检察长欧名宇介绍了

今年以来广东省检察机关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情况"代

表们随后参观了两级院案管中心等部门!观看了相关专题片!他们对

广东省检察机关在规范司法行为工作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

绩予以高度评价"接下来!代表们还将赶赴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佛

山市检察院$肇庆市检察院$广宁县检察院走访视察"

参加此次视察的
#)

位全国人大代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

工程师鲍俊涛)陆军军官学院训练基地技师巨孝成)重庆市作家协会

副主席$-重庆文学.执行主编冉冉)广西铁合金有限公司冶炼一分厂

厂长韦国邱)甘肃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总公司七建集团公司劳务

领包队队长康仁)四川省会东县农业和科学技术局种子站站长李旭)

江西省海外交流协会理事! 江西省高安市超鹰齿轮制造有限公司董

事长吴英)江西省弋阳县南岩镇水南村委会黄家村小组组长!弋阳大

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长林) 江苏省盐城市耕地质量保护站

站长$ 党支部书记秦光蔚) 湖南省临武县武源乡龙家村党支部副书

记!湖南临武舜华鸭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胡建文)安徽省宿州

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杨杰)福建省厦门叁度足浴有限公司职工刘丽)

辽宁省营口市城市规划设计院院长常薇) 四川省甘洛县帝都酒店总

经理$喜洋洋双语幼儿园董事长潘成英)辽宁省辽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教师王家娟) 海南省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侨务与外联办公室干部余

永华)湖北省钟祥市石牌镇彭墩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湖北彭

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德华"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构建新型检律关系”
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本报讯!$方圆%杂志记者蒋佳伽 见习记者吴迪"

#!

月
#%

日
/

由本报方圆杂志社联合广东省检察官协会$ 广东省律师协会共同主

办!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承办的%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构建新型检律

关系&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本次会议围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改善律师执业环境!构建新型

检律关系等论题进行研讨"来自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

刑法学研究会的领导$专家!全国
(

个省市检察机关代表及广东省检

察院$广东省司法厅$广东省律师协会的领导和广东律师代表近
$%

人参加研讨会"

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广东省律师协会和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全

方位了解了广东地区在构建新型检律关系方面的一些创新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