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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检察官学院在贵州黔西南州成立教学基地
本报黔西南州

!

月
"#

日电 !杨彰立
$

通讯员赵付立"

今天!贵州省黔西南州检察院与国家检察官学院举行"国家

检察官学院教学实践示范基地#授牌仪式!该院成为国家检

察官学院"教学实践示范基地$%

!"#$

年!国家检察官学院与

该院联合举办五期检察业务培训班! 先后邀请
%&

名教授&

检察业务专家为全州检察机关业务骨干进行集中轮训%

钱仁风案、王本余案、陈满案……

纠正冤假错案，让百姓感受到公平正义
"

本报记者 徐日丹

一份再审检察建议将公道

还给了钱仁风!

!"'$

年
'!

月
!'

日"备受社

会关注的云南省巧家县钱仁风

投毒案"经云南省检察院立案复

查#建议再审"云南省高级法院

作出再审宣判" 以事实不清#证

据不足为由"宣告钱仁风无罪!

$正义虽然迟到了" 但终究

没有缺席!%一直以来"黑龙江省

鸡西市退休老干部姜同文持续

关注着云南巧家投毒案的最新

进展!他说"钱仁风冤案昭雪体

现了法院#检察院有错必纠的勇

气"以及共同维护公平正义的态

度和决心!

和姜同文感受一样"在许多

老百姓眼里" 党的十八大以来"

政法机关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指

示"在纠正#防止冤假错案方面

取得长足进步"同时也让百姓看

到了政法机关亮剑冤假错案的

改革成效!据统计"党的十八大

以来有
!"

多起重大冤假错案得

以纠正"其中包括内蒙古王本余

案和呼格吉勒图案等!

一起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

摧毁九十九个公正裁判积累起

来的良好形象!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

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平反冤假错

案"要有错必纠!不能为了政法

单位的颜面"放着明明是处理不

当的案子不管!司法为民"判错

了"我们就要改'

实践中" 面对冤假错案"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立

场鲜明#态度坚决&坚持实事求

是#有错必纠"以对法律负责#对

人民负责的态度"对错案发现一

起"纠正一起!

通过多年关注法治新闻"中

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土建技术

工程师郭闻龙发现"近年来媒体

报道的冤假错案"很多都是在检

察机关的监督推动下纠正的!

$虽然不清楚检察机关是通

过什么方式和程序推动的"但我

看到了检察官维护公平正义所

付出的努力!比如说"新疆检察

官张飚#河北检察官彭少勇纠正

冤假错案的事迹"给我留下深刻

印象!%郭闻龙说!

正如郭闻龙所言 " 党的十

八大以来" 检察机关充分履行

法律监督职能" 监督纠正了一

批冤错案件! 比如说" 内蒙古

王本余杀人案得以纠正" 源于

北京# 内蒙古两地检察机关的

不懈努力! 安徽于英生杀妻案"

检察机关收到申诉后" 对案件

事实和证据进行全面复查 " 发

现了可能证明申诉人无罪的重

要证据" 并向法院提出再审检

察建议" 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

序 " 宣告于英生无罪 !

!"'$

年" 内蒙古# 安徽这两起杀人

案的真凶" 都被依法定罪判刑!

!"'$

年
'!

月
!(

日"一起刑

事申诉案再审引发舆论关注"再

次唤起百姓对公平正义的期盼&

!"'$

年
!

月
'"

日"最高检对陈

满故意杀人#放火申诉案向最高

法提出抗诉!

!下转第二版"

老夏是个性情中人
———追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办公室原副厅级干部夏健翔!中"

"

本报记者 王丽丽

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办

公室原副厅级干部夏健翔治

疗肺癌初期曾回过单位一次 !

政治部办公室基层建设指导

处副处长杨洪川在楼道里遇见

他" 他紧紧拉着杨洪川的手不

放 " 没有更多的语言 " 只是

$嘿嘿 % 地笑 ! 杨洪川从老夏

的笑容里看出了对生命的留恋

与不舍!

最高检新闻办公室新闻宣

传处处长阎丽最后一次见老夏"

是他做了化疗出院" 来单位稍

坐 ! 见阎丽过去 " 他只说 "

$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你们要

好好工作" 更要保重好身体%!

又讲" 老综合调研处五个人都

有了新岗位" 很惦记大家" 本

想请大家聚一聚" 叙叙旧" 只

能等他身体好些再成行了! 没

想到" 他没能等到那一天!

政治部正厅级干部雷凤鸣

最后一次见到夏健翔时"已经是

老夏生命的最后一刻!躺在医院

病床上的夏健翔已经不能说话

了"看到自己的老领导"他的泪

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那日" 医院下了病危通知"

抢救设备也撤了" 老夏家属按

照他的遗嘱" 放弃了治疗" 送

走了老夏!

兢兢业业又默默无闻

记忆中的老夏还在那里 !

那个桌子 " 那台电脑 " 身在

烟雾缭绕中 " 坐在电脑前字

斟句酌 !

老夏是政工干部 " 一辈子

做综合文字工作! 在部队的时

候" 他做综合文字工作 )

!""!

年转业到了最高检机关" 他还

做综合文字工作!

公文写作是一件很枯燥 #

很寂寞的工作 " 他就像一颗

螺丝钉 " 你可能根本感觉不

到他的存在 " 但是一离开他 "

你会感觉到他的重要与珍贵 !

政治部干部部检察官管理处处

长周玉庆和老夏同在一个办公

室
$

年! 他们一起出差" 一起

住标准间! 做着几乎相同的工

作" 周玉庆懂得自己" 也就懂

得了老夏的那句话& $别以为

就是写一个什么东西" 那是一

种事业'%

老夏最早写的检察文字 "

是当时颇为 $边缘% 的警务工

作!

!""!

年
)

月" 夏健翔从部

队转业到最高检政治部警务部

工作" 成为雷凤鸣的下属! 当

时的司法警察属于 $边缘人%"

年龄偏大" 学历偏低" 知识结

构和专业能力不足! $那时候

的法警大都是看大门的# 开车

的!% 雷凤鸣与夏健翔商量" 决

心改变这种局面! 他们在全国

展开了广泛的调研" 夏健翔接

受任务写出了全国检察机关司

法警察现状的调研报告" 不仅

为中政委和最高检提供详实的

检察机关司法警察机构# 编制

等情况" 更为检察机关司法警

察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 此后 "

经过综合各地调研情况与充分

论证" 夏健翔领衔起草了一系

列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执行职

务规则# 办案安全等规范性文

件与法规!

正是从那个时期 " 检察机

关司法警察工作开始步入规范

化发展轨道 ! 雷凤鸣介绍 &

$如今很多地方检察机关的法警

承担了追逃# 抓捕# 办案警卫

等工作" 已经逐渐成为一支职

业化很高的专业队伍!%

司法警察队伍规范化建设

是检察改革乃至司法改革的一

部分" 那是很多人心血的结晶!

雷凤鸣说" 我们不该忘记夏健

翔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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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蚌埠淮上区检察院对蚌埠市国土资源局
怠于履行职责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

者王丽丽
*

吴贻伙 " 记者今天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

'

月
'(

日"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检察院

因蚌埠市国土资源局不依法履

行职责"依法向蚌埠市淮上区法

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这是全国

人大常委会授权检察机关提起

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后"安徽省检

察机关提起的首例公益诉讼案

件"也是全国首例针对市级行政

机关提起的资源保护型行政公

益诉讼案件!

蚌埠市淮上区检察院在办

理周孝东等人非法转让土地使

用权案中" 发现周孝东等人将

'$+(,

亩农用地非法转让给蚌埠

市华菱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菱汽贸公司$"使用 "其

中
#$+&%%$

亩为一类耕地! 华菱

汽贸公司未经批准在涉案农用

地上违法建造厂房# 办公楼"并

对部分地面用水泥进行固化处

理"从事汽车销售经营活动! 蚌

埠市国土资源局发现后"虽曾于

!-',

年
,

月
'-

日作出*责令停

止土地违法行为通知书+" 但未

依法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及

设施"恢复土地原状!

!-'$

年
'-

月
(

日"蚌埠市淮上区检察院向

国土管理部门提出督促履行职

责的检察建议后"蚌埠市国土资

源局下属蚌埠市国土资源监察

支队将案件相关情况函复检察

机关" 但该局在收到检察建议

书后一个月内" 仍未正确履行

法定职责 !

'!

月
!.

日 " 蚌埠

市国土资源局向华菱汽贸公司

作出了 *行政处罚决定书+" 并

督促华菱汽贸公司拆除部分违

法建筑及水泥地坪!但该局在作

出*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通知

书+后近两年内"一直未能依法

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其迟延履行

法定职责的事实客观存在"具有

违法性!蚌埠市国土资源局仍应

继续督促华菱汽贸公司复垦被

毁坏耕地!

鉴于蚌埠市国土资源局迟延

履职违法" 且其法定职责未依法

履行完毕" 涉案农用地未完全恢

复原状" 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

处于受侵害状态" 蚌埠市淮上区

检察院依据相关规定" 向蚌埠市

淮上区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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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去年立查渎职侵权案件 384件 565人
本报讯 !马倩如"

#

月
#(

日召开的山西省检察机关

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透露!

!-#$

年! 该省检察

机关共立查各类渎职侵权犯罪案件
%.,

件
$)$

人!其中重

特大案件
#&&

件
!).

人! 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

万余元% 山西省检察院检察长杨司表示!

!-#)

年!山

西省检察机关将继续保持惩治渎职侵权犯罪的高压态势%

教育部考试中心原党委书记刘军谊被双开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日

前! 驻教育部纪检组对教育部考试中心原党委书记刘军谊严

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刘军谊严重违反廉洁纪律!

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依据有

关规定! 教育部决定给予刘军谊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

年
##

月
#)

日!刘军谊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习近平同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举行会谈
据新华社利雅得

!

月
!%

日电 !记者陈贽 霍小光

王丰丰" 当地时间
#(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雅得同沙

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举行会谈%两国元首积极评价中沙关

系发展!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

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共同宣布建立中沙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推动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取得更大合作成果%

王少峰在辽宁调研时强调

着眼规范司法行为 加强检察队伍建设
本报讯!赵铁龙 刘键"

#

月

#.

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

员# 政治部主任王少峰到辽宁

进行调研! 他先后到沈阳市城

郊检察院# 省检察院看望慰问

检察干警" 并召开规范司法行

为专项整治工作座谈会! 他强

调" 规范司法行为要坚持业务

建设和队伍建设两手抓" 坚持

持续用力# 久久为功" 推动检

察机关司法规范化建设再上新

水平!

王少峰指出"辽宁检察机关

扎实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

治工作"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

果! 深化了思想认识"更新了司

法理念)完善了司法规范 "健全

了工作机制) 增强了司法能力"

促进了工作发展)改进了司法作

风"树立了良好形象!

王少峰强调 " 要真正把规

范司法行为纳入队伍建设工作

的各个方面" 一要更加注重规

范司法理念培树! 以理论武装

为引领" 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信念为根本" 以掌握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 法律

思维和法学理论为核心" 以丰

富多彩的形式为载体" 进一步

培育# 树立规范司法理念! 二

要更加注重规范司法能力建设!

以一线办案人员为重点" 锻造

司法者个体的规范司法能力 )

以加大管理力度为中心 " 提升

司法机关的规范司法管理能力)

以提升信息化运用水平为基础"

强化规范司法的保障能力! 三

要更加注重规范司法作风养成!

坚持打攻坚战" 打持久战" 继

续以钉钉子的精神" 抓早抓小"

落细落实" 管住司法流程# 管

严关键环节 # 管好行为细节 !

四要更加注重规范司法机制构

建! 完善管理机制" 做到管有

力# 管到位# 管见效) 完善激

励体制" 通过教育培训# 干部

选任# 奖励表彰等工作形成促

进规范司法的正确导向) 完善

监督机制 " 使内外监督实化 #

硬化# 长效化) 完善创新体制"

把规范司法行为落实到人员分

类管理# 司法责任制和人# 财#

物统管等司法改革制度设计和

实施中! 五要更加注重规范司

法形象打造! 大力选树规范司

法先进典型) 进一步搞好规范

司法主题宣传) 切实加强规范

司法机关文化建设" 树立检察

机关严格司法# 公正司法 # 规

范司法# 廉洁司法的良好形象!

辽宁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苏宏章与王少峰同志进行工作

会谈!辽宁省检察院检察长肖声

参加调研!

风
正
好
扬
帆

︱
︱︱
司
法
体
制
改
革
四
项
试
点
将
在
全
国
推
开

"

新华社记者 陈 菲 邹 伟

年终岁尾" 中央深改组第十九次会

议作出一项重要决定 "

!-#)

年在北京 #

天津等
#%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适时推开司法体制改革试点! 这是第

三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地方" 也意味改

革试点将在全国推开!

由点到面"持续发力!

!-#,

年以来"

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
%%

个司法改革

文件"其中
!-#$

年就有
!!

个"中央政法

委# 中央政法单位出台的司法改革文件

数量已经达到了
#$&

件!

风正好扬帆!进入
!-#)

年"随着改

革进程的不断深入" 改革措施的落地生

根" 司法体制改革的正向促进作用将逐

渐凸显!

试点法院检察院实现从#要我

改$到%我要改&转变

!-#,

年
)

月"中央决定对司法体制

改革中
,

项基础性# 制度性措施开展第

一批改革试点"上海#广东等
)

省市名列

其中!

$刚刚确定第一批试点时"我们去广

东调研" 突出印象就是法检两院对改革

顾虑重重"担心出现法官辞职潮#产生大

量积案"畏难情绪比较强!%说起
!-#,

年

的一次调研" 中央政法委法治建设室的

同志深有感触!

时隔一年多再次调研" 发现观念完

全不一样了"改革见到了成效!以前试点

法院检察院有这样那样的担心" 通过一

年多实践"现在普遍要求改革"实现了从

$要我改%到$我要改%的转变!

现在在广东" 全省各级法院检察院

普遍要求加入试点! 本着积极稳妥的方

针"目前确定了深圳#汕头#茂名#佛山四个原来开展试点地市全面开

展"其他所有地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和每个地市选择的两个基层院

开展试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了全省法院检察院的
$&/

!

上海#吉林#湖北#海南已在全市全省推开!

这样的改变源于司法体制改革实践取得的成效!

改革以来"中央政法委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在完善法官检察官依

法独立公正办案的司法责任制的同时"加强职业保障"推进法官检察

官单独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改革试点"并建立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的职

业发展通道!

权责一致#自主办案#单独职务序列,,,改革的职业前景让更多

优秀办案骨干回归办案一线岗位! !下转第二版" 深入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开展&服务代表'联系代表(现场咨询

服务活动%受到该区人大代表好评) 潘文婕 徐网林摄

正义网荣获“2015最具影响力中央网站”奖项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李英华" 今天"在由清博大数据-新

媒体指数和
01231456

联盟联合主办的$

!"')

新媒体影响力盛典%上"

正义网荣获$

!"'$

最具影响力中央网站%奖项!

作为法治类资讯网站"正义网秉持$立足法治#影响社会%的定位"

以$网聚正义的力量%为目标"积极宣传法治建设成就"从法治视角观察

社会!积极开展各类采访活动"运用新技术创新表现手段"做好法治新

闻宣传"传播法治好声音"已成为全国检察机关新时期深化检务公开#

加强检察宣传#传递法治正能量的网络宣传主阵地!新的一年"正义网

将继续前行"传播法治理念"为公平正义鼓与呼!

$

!"')

新媒体影响力盛典% 邀请了
!""

位网络名人#

'""

位顶尖媒

体精英#

'""

位自媒体大咖及
'""

位企业领袖出席" 重温
!"'$

年新媒

体人的成长变化"聚焦新媒体的趋势和前景"就新媒体内容创新#商业

机遇#产业发展等问题交流分享!

经过清博大数据-新媒体指数的数据统计及相关专家推荐"本次盛

典揭晓最具影响力中央新闻网站#最具影响力社群等
'%

项新媒体影响

力行业榜单!正义网位列$

!"'$

最具影响力中央网站%榜单!

共解中加强优秀司法人才队伍建设
———让人民群众从深化司法改革中有更多“获得感”述评之四

!全文见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