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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现场”短新闻大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

!你们检察官来赶集"多少钱能问个事#$ 郭树合

张海亮

一小时开出%药方&

!!

剂 卢志坚 丁智

二等奖

紧盯不放
!!

年 吴贻伙 黄河

控申大厅来了心理咨询师 徐盈雁 肖俊林 黄永君

%迟来&的手续 韩兵 何其伟 赵岩

%我是检察长"但首先是名检察官& 张仁平 王光忠

三等奖

从%运河码头&上岸了 唐颖 纪成 闫海波

给漂泊的%问题少年&一个家 李钰之 刘玉霞 霍丽娜

蹲点 岳红革 孙佰明

%隔空&讯问 卢金增 张亚宁 牛牧

检察新闻官%论剑& 周晶晶

检察长跟庭%挑刺& 吕峰 王忆冰

优秀奖

失火时不在岗会构成犯罪# 高传伟 王春燕

绿满秦岭山坡坡 岳红革 向静

公开审查旧案 邓铁军 毛建柳

%还是让他自己回答吧& 郭树合 张海亮

金银花灿烂开放 卢志坚 葛东升 程婷

%小平安&平安回家了 肖俊林

看看他们"想想自己'' 徐德高 王维红

!把今天当成起点& 肖俊林

感恩卡架起亲子沟通桥 张艳红 刘海燕

!救命钱拿到了& 唐颖 丁冉

大检察官!赶考& 张仁平 贺华锋

!要善终必须慎始& 范跃红 黄蔚

庭审现场给公诉人打分 徐德高 陆吟秋

补课 郭树合 张友申 汤静

就为啃下这块儿!硬骨头& 尹相龙

庭审"在高墙内举行 唐琳

质询会上面对面 唐丽英 澄慧冬

检察联络室入驻首都新机场工地 赵晓星 刘慧慧 蒋建彤

“我眼中的规范司法”征文活动获奖名单
一等奖

一张体检表排除办案隐患 徐盈雁 黄永君

一句牢骚让检察院改了规矩 郭树合 张友申

曹玉红

二等奖

亲历搜查"感受规范 邓铁军 莫晓玲

网上预约阅卷"太方便了 翁凡

搜查"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欧阳晶 俞慧敏

检察院敢于自我亮丑"点赞( 吕峰 张然

三等奖

为%不通情达理&的检察官点赞 周文平 苏惠

这次监督出乎我的意料'' 卢志坚 张雷 苏海梅

%扣押的电脑型号必须要登记& 葛东升 倪金鼎

儿子的出生日期 贺俊丽

%没想到见检察长
"# $%"&

& 张然 王春霞

%要不是检察官指引"我们还在上访中& 其其格

范德银 尹相龙

优秀奖

到检察院阅卷真方便 卢金增 高忠祥 时立军

%有事找驻检"公平正义在身边& 赵晓星 刘伟

%我要给检察院扬扬名& 吕峰 王天润 段文聪

搜查更文明规范了 杨健鸿 王宏明 谢晨

保障律师权益得分%

'(()

& 韩兵 何其伟 王芳

没想到查询案件这么方便 肖俊林 李娟

这些举措赢得律师点赞 钟亚雅

从不解到点赞 欧阳晶 王婷

从心里为他们竖起大拇指 杨健鸿 李义梅

信访人当场表示心服口服 范德银 贺小春

吴外信

听证会"看得见的公开公正 张宁 孟东庆

邀请%对手&打分不怕曝短板 吕峰 黄庆华

我要为这样的检察官点赞 刘潮杰 周伟

我在评议表中写下了%满意& 郭树合 张卫清

专家团成员得多来院里走走 其其格 范德银

崔友 陈小雷

规范受案才不会%麻烦& 徐德高 储张刘

再审判决下来了'' 许亦欣 朱美君

办案干警打人#监察科认真调查还真相 郭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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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基层寻“活鱼”

不管干什么工作!宣传都是很重要的一环!如果宣

传搞不好! 工作的意义就很难体现出来"#我眼中的规

范司法$ 征文活动是我们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

宣传活动中的一个亮点%

该栏目在广大检察干警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我去

年到基层检察院调研时!很多干警都跟我反映!加大规

范司法行为的宣传力度! 让他们对规范司法行为有了

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也能更加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而

这个栏目使他们从一个个趣味盎然的小故事中更加深

刻体会到规范司法行为的重要意义"

栏目文章选取的视角非常独特!都是由普通群众&

律师&人大代表讲述自己在检察机关的亲身经历!让我

们看到他们眼中的规范司法是什么样子!同时!这也从

另一个角度证明! 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是真真

正正地落到了实处!细化到了干警的一言一行之中"

此次征文活动是以第一人称! 从身边的一件件具

体小事切入! 这种方式老百姓喜闻乐见! 乐于接受"

所谓于细微处见真知! 从身边的小事入手! 才能让老

百姓理解! 获得他们真心地支持和帮助! 让他们感受

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四局局长& 规范司法

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宋寒松

评委点评

既然叫'基层现场$栏目!所有的稿件都应该有两

个特点! 首先新闻事件必须在基层发生! 真正来自基

层!其次新闻稿件必须由记者或通讯员现场采写!生动

感人"从获奖作品来看!这两个特点确实很鲜明!所有

稿件比较接地气!例如此次大赛获得一等奖的('你们

检察官来赶集!多少钱能问个事)$*!很具有代表性%

此外!该栏目#短&新&实$的三个定位!在获奖稿件

中都有所体现%#短$的方面!该栏目发稿字数在
*((

字

以内!故事短小精粹+#新$的方面!许多稿件具有时代

感!如#心理咨询师$#视频讯问$等新鲜事物均有反映!

体现出检察机关的与时俱进+#实$的方面!获奖文章故

事都很具体!从小处着手!体现细节!给人以现场感%

当然!也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改进完善的地方%第

一!题材可以更宽!视野可以更开阔!除了目前来稿中

比较集中的法律宣传&预防&接访&保障律师权利!对检

察机关刑事执行监督& 民行监督等更多业务工作领域

也应加大宣传力度+第二!写作方法上可以更生动!要

有讲故事应有的画面感+第三!时效性仍需要提高!很

多文章的日期都是#近日$#日前$!看不出故事具体是

什么时候发生的%以后开展类似栏目评选!一定要确保

时效性!第一时间作出报道%

%%%检察日报社社长 李雪慧

编者按
'

月
'+

日!由检察日报社主办的#我眼中的规范司法$征文活动及

#基层现场$短新闻大赛!经定评会评委现场投票评选!结果揭晓%共有来自全国

各地的
,(

件参赛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评选活动旨在展现各地检察

机关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以来的新形象! 促进检察新闻宣传报道创

新!鼓励记者深入基层实地扎实采访%

评委阅读参评稿件 评委对参评作品打分 工作人员现场统计选票 图片均由本报记者程丁摄

异地污染环境照样被追责
河南淮阳：二人因污染环境被起诉

本报讯 "通讯员张然 春峰 文公$ 非法冶炼铅锭"将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毒废物直接排出厂外)日前"河南省淮阳

县检察院对涉嫌污染环境罪的宋某*王某提起公诉)

-('.

年
+

月上旬" 淮阳县检察院从两法衔接平台上发

现" 该县环保局正在处理的一起环境污染事件已达到刑事立

案标准"于是及时建议环保局将相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并启

动立案监督程序"督促公安机关对此线索立案侦查)

公安机关侦查查明" 河南省项城市的宋某与安徽省太和

县的王某"于
-('/

年年底来到淮阳县"在无任何合法手续的

情况下" 组织工人在租来的厂区内关门冶炼铅锭)

-('.

年
'

月至案发"宋某通过非法渠道从山东*江苏*温州等地购买废

旧电瓶合计
.(((

余吨"每月生产铅锭
-*(

吨左右"冶炼铅锭

产生的烟道灰也达
'((

余吨)

在非法生产过程中" 宋某和王某将冶炼产生的废弃物直

接排出厂外)经淮阳县环保部门认定"被非法排放的废铅渣和

铅酸污泥废弃物均为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 经该县质量技术

监督部门计量"铅渣重约
'-

吨"铅酸污泥重约
'

吨)

-('.

年
0

月
-(

日" 公安机关将此案提请淮阳县检察院

批准逮捕) 该院经审查认为" 犯罪嫌疑人宋某* 王某违反国

家规定" 排放* 倾倒国家明令禁止的危害废物" 严重污染周

围生态环境" 其行为已涉嫌污染环境罪" 遂对二人作出批准

逮捕决定)

实
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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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洪

岁末年初! 曾经有一种痛叫做 #讨

薪$,欠薪者想尽办法能拖就拖!拿不到钱

的农民工无奈上演各种 #讨薪秀 $%#到

-(-(

年!形成制度完备&责任落实&监管

有力的治理格局!使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得到根本遏制!努力实现基本无拖欠%$近

日!国务院文件的这一表述!让农民工看

到不再痛的希望%

据新华社
'

月
'+

日报道! 国务院办

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要求依

法处置拖欠工资案件!对恶意欠薪涉嫌犯

罪的! 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切实发挥刑法对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犯罪行为的威慑作用"

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事关广大

农民工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平正义和社

会和谐稳定"近年来!经过各地区和有关

部门共同努力!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总体

得到遏制"

-(''

年!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

行为被纳入了刑法调整范围!更让公众看

到欠薪绝迹为时不远"'欠薪$入刑的确收

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几年!有了刑法

撑腰! 绝大多数用工单位不再敢随意欠

薪!恶意欠薪案件也逐年减少"

但必须看到!欠薪问题目前仍未得到

根治!特别是受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部分

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等因素影响!一些地区

还有所反弹!少数地区甚至因拖欠农民工

工资引发群体性事件和极端事件"保障农

民工工资支付形势依然严峻!任务十分艰

巨"

如何进一步发挥刑法的威慑作用 )

(意见*提出了加强执法&加强协作等多项

要求"其中就包括完善劳动保障监察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健全劳动保障

监察机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

间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等制度!

推动完善检察院立案监督和法院及时财

产保全等制度"应该说!这些配套措施和

具体要求落实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执法力

度和法律威慑力!希望相关部门都能重视

起来&行动起来"

治理欠薪!行政手段&司法手段一个

不能少!找到病根更是关键"从相关信息

来看!当前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主要发生

在工程建设等领域!拖欠原因除了市场秩序不规范&用工管理

和工资支付行为不规范之外!保障工资支付的法律制度也不

健全!比如!工资保证金等制度执行刚性不足!企业拖欠工资

的违法成本过低!等等"

针对这些问题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 解决欠薪顽疾也并

不是太难! 关键是敢于出手" 比如!(意见* 透露! 部分政府

项目欠薪侵害农民工权益! 那么! 对相关政府部门敢不敢加

大监督力度& 问责力度) 再比如! 能否建起全国联网的拖欠

工资企业'黑名单$制度!使失信企业'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基本无拖欠$能否

如期实现! 公众拭目以

待"让法律锋利起来!才

保险"

定评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