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不错放一个 不漏赦一个
特赦部分服刑人员工作圆满完成

!"#$%

名符合法定条件罪犯被依法释放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

年
(

月
$)

日! 全国人大常

委会作出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

签署主席特赦令!决定在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

周年之际! 对部分服

刑罪犯予以特赦"

*

个多月过去

了 ! 近日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

到 ! 这次特赦工作已在规定的

$+,#

年底前圆满完成"

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

是我国现行宪法确立特赦制度

以来的首次实践" 根据全国人大

常委会特赦决定和国家主席特

赦令!本次特赦的服刑罪犯包括

四类 # 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

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

外作战的% 年满七十五周岁$身

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

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

在一年以下的" 特赦决定和特赦

令规定几种严重犯罪除外" 经人

民法院依法裁定!全国共特赦服

刑罪犯
!,#$%

人" 其中!第一类

罪犯
#&

人 ! 第二类罪犯
,*$(

人 !第三类罪犯
,$$

人 !第四类

罪犯
$))$%

人"

中央对这次特赦工作高度

重视!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作出

决定" 中央政法委坚决执行中央

决策!把握政治方向 !牵头组织

协调!中央政法各单位成立工作

专班! 加强具体指导和监督!政

法机关之间$政法机关与有关部

门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紧密协

作$攻坚克难!形成工作合力!依

法有序高效完成了各个阶段工

作! 确保了特赦工作在
$&,#

年

底之前如期完成"

为严格依法做好特赦工作!

确保做到&不错放一个!不漏赦一

个'!政法各机关分工负责!严把

&六关'"一是摸排甄别关"司法行

政机关$ 公安机关和军队保卫机

关对全国监狱$ 看守所服刑罪犯

和社区服刑罪犯逐一进行摸排!

查阅档案材料$判决书!核实身份

等重要信息! 累计摸排服刑罪犯

$!#

万余名"二是调查取证关"刑

罚执行机关到罪犯捕前所在部

队$工作单位$居住地和有关部门

调阅原始档案材料$历史记录"仅

全国监狱系统就派出调查组

$#&&

余个! 走访各地
%(&&

余家

单位 ! 收集证据材料
,%&&&

余

份" 三是风险评估关" 有关部门

对部分罪犯释放后是否具有现

实社会危险进行评估!坚决防止

形式上符合特赦条件但仍具有

现实社会危害性的人回到社会"

四是报请程序关" 刑罚执行机关

认真审查拟报请特赦人员的案

卷材料 ! 严格核实相关事实证

据!严格落实公示制度 !做到程

序规范$公开公正" 五是依法裁

判关" 人民法院严格掌握特赦案

件的实体条件!严格遵循办理程

序!确保每一项特赦裁定都经得

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六是法律

监督关" 人民检察院认真履行法

律监督职责! 对司法行政机关$

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办理特赦案

件实行同步全程监督!对报请不

当或裁定不当的特赦案件依法提

出检察意见"依法受理人民群众$

服刑罪犯等涉及特赦方面的控

告$ 举报和申诉并及时处理和反

馈处理结果! 确保特赦工作公正

廉洁$准确及时" 迄今为止!未发

现一起&以赦谋私'现象"

对罪犯实行特赦牵动多方

关切!社会高度关注" 为确保特

赦工作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各地

各有关部门在依法按程序办理

好每一起特赦案件的同时!还有

针对性地开展了大量相关工作"

对符合特赦条件的罪犯!司法行

政机关开展了释放前的思想$道

德和法制教育!引导他们做遵纪

守法公民 %对无单位 $无劳动能

力$无生活来源 $无法定赡养人

的&四无'被赦人员!民政 $社保

等部门依法按政策落实最低生

活保障等措施!促使被赦人员顺

利融入社会" 同时!有关部门认

真做好原案受害人及其家属思

想工作!开展宣传引导 !讲清特

赦的重大意义 $法律依据 $法定

程序和有关要求 ! 及时澄清误

解$回应关切 !为特赦工作营造

了良好氛围"

这次特赦坚持依法办事!取

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 舆论普遍认为!特

赦深得党心民心!既符合现代法

治精神!又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 许多罪犯被特赦后!对党

和政府真诚感恩!表示一定要改

过自新!努力回报社会" 一名服

刑罪犯被特赦后激动地说 #&从

内心感谢党和政府对我过去所

犯罪行的宽恕"今后要坚决弃恶

从善 !不忘教训 !做一个遵纪守

法有利于社会的人" '一些被特

赦的未成年罪犯家长表示!这次

特赦不仅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青

少年的关怀!挽救了犯罪的未成

年人!同时也挽救了一个个已经

破碎的家庭!使我们又看到了生

活的希望" 不少专家认为!特赦

体现了中国的法治精神和人道

主义精神!是依法治国时代背景

下的法治创新实践!是我党依法

执政的成功范例!是依法治国与

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成功范例!是

实施宪法制度的成功范例!是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制

度创新的成功范例!充分展示我

们党的执政自信和制度自信!树

立了我国开放$民主$文明$法治

的大国形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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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强先生的摄影作品

集 (醉美深圳)! 日前由中国

文联出版社和香港中国民俗

摄影出版社有限公司同时出

版发行"

李先强是深圳人! 也是

一位听力残障者" 李先强痴

迷深圳这方热土! 执拗而顽

强地探寻深圳的碧澄蓝天 $

浩瀚江海$ 都市时尚$ 旅游

胜景$ 街巷靓影**深圳的

景和物! 或许每个深圳人都

不陌生! 但李先强摄影镜头

所展现出的画面! 一次次让

人惊叹# 深圳! 原来如此美

丽 + 用摄影界行家的话说 !

那就是# &这正是人人心中

所有 ! 人人眼里所无的深

圳"'

在 (醉美深圳) 里! 我

们能看到深圳二十多个景

区$ 各大口岸$ 机场$ 车站

介绍和乘车线路,,,这是李

先强为方便深圳市民出行 !

方便来深圳的游客旅游而手

工绘制的 " 这份乘车线路 !

让人深深地触摸到李先强先

生的那份情意! 让人真切地

感受到李先强先生弥散于无

声世界中的那份善良**

李先强先生的作品曾多

次获国际国内大奖
-

并入选北

京国际摄影周
.&,*

(镜界无

界 )!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和

.&,*

年连州国际摄影年展

出 " 其作品 (东部华桥城 )

被选为深圳
.&,#

年明信片!

全球发售" 他还是中国摄影

家协会会员"

/

范宜涛 宗艳琼 李红都 !

于无声处&听'善良
《醉美深圳》摄影作品集出版发行

依法执政的创新范例
———写在依法对部分服刑罪犯特赦工作圆满结束之际

"

新华社特约评论员

.+"#

年
(

月" 在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

周年之际"全国人大常

委会作出决定" 习近平主席签

署特赦令" 决定依法对部分服

刑罪犯予以特赦#截至
.+"#

年

底"这次特赦工作圆满结束#全

国共特赦释放符合法定条件的

罪犯
!"#.%

人"实现了$不错放

一个 %不漏赦一个 &的目标 "取

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舆论普遍认为"

这次特赦进一步树立了我国开

放 %民主 %文明 %法治的大国形

象" 体现了中国的法治精神和

人道主义精神" 是我们党依法

执政的成功典范" 是依法治国

时代背景下可载入史册的法治

创新实践#

这次特赦是我国现行宪法

颁行以来的首次特赦" 也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普通刑事

罪犯中实行的特赦"任务新%时

间紧 %要求高 %程序严 "国内外

高度关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本次特赦工作依法圆满完成 "

就更加具有深入总结和思考的

重要意义#

本次特赦工作圆满完成 "

是我们党推进依法执政的成功

范例# 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

关键# 依法执政要求党依据宪

法法律治国理政# 在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

周年之际"以习近

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

度势%果断决策"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并亲自主

持中央有关会议作出部署 "为

特赦工作奠定基调%指明方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迅速作出立法

安排" 及时将党的主张上升为

国家立法( 中央政法委坚决执

行中央决策"把握政治方向"牵

头组织协调" 部署和推动实施

工作) 从党中央依据宪法作出

特赦决策" 到把党的主张通过

法定程序上升为法律" 再到各

地各部门严格依法实施全国人

大常委会特赦决定和国家主席

特赦令" 人们看到了清晰的法

治脉络"看到了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的运行轨迹" 看到了我们党推

进依法执政的坚定信心和高超

政治智慧#

本次特赦工作圆满完成"是

依宪治国的成功范例#宪法是国

家根本大法"依法治国首先是依

宪治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

调要加强宪法实施#特赦是我国

现行宪法规定的制度#在现行宪

法颁行
!!

周年后第一次实行特

赦" 是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

神%实施宪法制度的一项重大举

措"对于树立宪法权威具有重要

意义#在实施特赦过程中"各地

各部门严格执行全国人大常委

会特赦决定%国家主席特赦令和

有关规定"始终坚持做到法律适

用准确%程序规范严谨%监督严

密有力" 确保了特赦公平公正%

准确及时"确保了每一名特赦罪

犯都符合法定条件"每一项特赦

决定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

验#可以说"整个特赦实施过程"

就是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过程"

就是把宪法和决定落实到具体

实践的过程"它既是依宪治国的

一次成功实践"也是我国法治建

设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本次特赦工作圆满完成 "

是运用法治思维进行制度创新

的成功范例# 与以往特赦主要

是解决历史遗留战犯问题不

同" 此次特赦的对象全部是刑

事犯# 我国现行法律只就特赦

作了原则规定# 要把原则性制

度激活用好"就需要创新#在党

中央领导下" 中央政法委会同

中央政法单位进行了一系列机

制创新"经过严密论证"参照减

刑%假释程序办理特赦案件"同

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使宪法

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具

有了可操作性" 用实践创新推

动了制度成果的产生" 有效确

保了这次特赦的圆满成功 #同

时" 这些创新成果对我国司法

改革和法制完善都将产生重要

的历史影响# 本次特赦的成功

实践证明" 创造性地运用法治

思维" 在法治原则下积极探索

创新"就能有效破解难题%推进

工作%完善法治#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

略" 创新是法治建设的不竭动

力#本次特赦工作所体现出的法

治品格%创新精神"再一次向世

人昭示了我们党贯彻依法治国

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坚定决心"再一次表明了我

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的执政自信和制度自信#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为筹赌资私吞千万公司钱款
广东中山一出纳因犯职务侵占罪被判十四年

本报讯"朱香山
$

通讯员陈云飞 陈芝敏$ 沉迷赌博不能自拔!

罔顾单位的信任!利用担任出纳的职务便利!多次侵吞公司款项!累

计高达千万余元!最终无力偿还"近日!经广东省中山市第一市区检

察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林炎珍因犯职务侵占罪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

徒刑十四年"

林炎珍曾任中山市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和中山市某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出纳"从
.+""

年开始!林炎珍沉迷赌博!为了获得足够的赌

资!就打起了自己所在公司的主意"利用担任两家公司出纳的职务便

利!林炎珍通过篡改银行单据$收取货款不入账等方式!大肆侵占公

司钱款!在
.+"+

年至
.+"!

年短短
*

年时间里!扣除其已回付公司的

%#

万元! 林炎珍共计侵占上述两家公司
"!0(

万元"

.+'*

年
'

月
.+

日!公安人员在中山市民众镇一商场内将林炎珍抓获"案发后!林炎

珍还款共计
'.

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 林炎珍身为

公司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

占罪!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手擀粉里铝残留量严重超标
甘肃景泰：两名商贩因危害食品安全获刑

本报讯"记者南茂林 通讯员董云 常青$ 无证生产$销售的

手擀粉流向百姓餐桌! 而这些手擀粉里铝的残留量竟超过国家标准

近四倍"近日!由甘肃省景泰县检察院监督立案并提起公诉的两起涉

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宣判!被告人谭祥富和李维荣

均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各并处罚金
'

万元"

谭祥富和李维荣都是景泰当地以生产$销售手擀粉为业的小商贩"

在无证生产$销售的情况下!为让手擀粉看起来更新鲜$吃起来更筋道!

二人在加工过程中随意添加明矾-学名硫酸铝钾."被当地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发现并制止后!二人仍不收手!继续生产添加明矾的手擀

粉!并将手擀粉销售到周边火锅店$蔬菜店及超市!供消费者食用"

后经当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并抽样检验! 由二人生产

加工的手擀粉中!铝的残留量超过国家标准近四倍!属严重超标"二

人因此被罚款"景泰县检察院通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

制获知此案线索后! 认为二人的行为已涉嫌刑事犯罪! 遂监督公安

机关立案! 并指派专人配合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取$ 固定证

据! 使两名不法商贩受到了法律

的严惩"

12人因非法买卖制毒物品获刑
成都温江：公诉一起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

本报讯 "傅鉴
$

通讯员何涛涛 贺薇$ 由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公安部挂牌督办的王强等
'.

人非法买卖制毒物

品案!近日被该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王强等
'.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

处八年零六个月至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并依法追缴涉案非法所得

财物
.+++

万元"

.+'+

年至
.+''

年
0

月!王强$郑萍等人共谋后!由郑萍向吉林$

黑龙江$山西$山东$安徽等地医药厂商购买&消咳宁'&复方茶碱黄碱

片'!由王强组织$指挥陈林等人先后在成都市温江区$资阳市等地提

炼合成冰毒的前体麻黄碱
*++

余公斤!非法获利
.+++

万元"

.+'#

年
)

月
*

日!成都市温江区检察院依法就此案向该区法院

提起公诉"近日!温江区法院根据案件事实$社会危害性$各被告人在

犯罪中的具体行为等因素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此案主犯王强$郑萍

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零六个月! 并处罚金

.++

万元及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
'++

万元"其余
'+

名被告人犯

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分别判处五年至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对涉案

的非法所得财物
.+++

万元依法予以追缴"

酒驾伤人后找妻子顶包，岂可适用缓刑
安徽凤阳：抗诉一起危险驾驶案

本 报 讯 "吴 长 忠 王 一

平 $ 醉酒驾车撞伤他人后还

找妻子顶包 ! 如此犯罪行为岂

可适用缓刑/

近日 ! 经安徽省凤阳县检

察院提请抗诉 ! 滁州市中级法

院发回重审 ! 凤阳县法院对一

起危险驾驶案作出改判 ! 判处

被告人邹卫拘役四个月 ! 并处

罚金
*+++

元"

.+'*

年
%

月
'#

日凌晨! 邹

卫先后在两个饭店和两帮朋友

饮酒后 ! 驾车穿行于街区 " 由

于酒精的作用 ! 邹卫将车开得

飞快 ! 行使至凤阳师范东门北

侧时 ! 与正常行驶的一辆轿车

迎面相撞 ! 造成自己和对方车

内
!

人受伤的交通事故 " 事发

后 ! 邹卫打电话把妻子王某招

来! 让她冒充肇事车辆驾驶员"

交警赶到后 ! 将两人一起带到

医院抽血检测 ! 发现王某血液

中乙醇含量为零 ! 而邹卫的血

液 中 乙 醇 含 量 达
'#+1))"234

,++25

" 警方随即调取事故发生

时的街头监控录像 ! 确定肇事

者为邹卫本人 ! 而非王某 " 在

事实面前 ! 邹卫不得不如实交

代酒驾肇事又让妻子顶包的经

过"

经凤阳县检察院提起公诉!

该县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一审判

处邹卫拘役四个月 ! 缓刑八个

月 ! 并处罚金
*+++

元 " 宣判

后 ! 凤阳县检察院认为 ! 该起

交通事故造成
!

人多处轻伤 !

邹卫负事故全部责任 ! 且事故

发生时其血液中乙醇含量远高

于
(+234,++25

的醉酒标准! 事

后又找妻子顶包 ! 其行为符合

法定从重情节 " 而该县法院在

审理同类危险驾驶案件中对具

备上述情节的案件均未适用过

缓刑 ! 该案的判处造成了同案

不同判的不公判决和不良社会

影响"

鉴于上述原因 ! 凤阳县检

察院以此案适用法律不当 ! 被

告人不具备适用缓刑条件为由!

向滁州市检察院提请抗诉 ! 得

到了市检察院支持 " 该案重审

时 ! 凤阳县法院对检察机关的

抗诉意见全部予以采纳 ! 最终

作出如上改判"

宣判后! 邹卫未提出上诉"

广东检察机关对钟金松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王地$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

院了解到!

.+,0

年
,

月
..

日!经广东省检察院指定管辖!广东省中

山市检察院依法决定! 以涉嫌受贿罪对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钟金松*正厅级!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钟金松享有的诉讼

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钟金松"中山市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钟

金松利用其担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

的职务便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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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