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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检察机关对徐国才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徐日丹"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

院了解到!

!

月
!

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销售分公司

原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徐国才!正厅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经湖南省检

察院指定管辖! 由湖南省邵阳市检察院向湖南省邵阳市中级法院提

起公诉#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徐国才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通过其妻张秀琴%女婿祁文举收

受他人贿赂!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贵州检察机关决定对张景刚立案侦查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徐日丹"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

院获悉!日前!经贵州省检察院决定!指定黔东南州检察院依法对贵州

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景刚!副厅级"

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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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百态
! !

社会冷暖
! !

身边故事
! !

法律解读

为诬告假造伤情
苦肉计害己被捕

和邻居打架后不惜使用'苦肉

计(制造伤情!意图诬告陷害!使邻

居受到刑事追究# 近日!河北省大

名县检察院以诬告陷害罪将犯罪

嫌疑人栗起亮批准逮捕#

!"#$

年
#%

月
&'

日 ! 栗起亮

因矛盾与邻居栗某发生争执 # 打

完架后因没有占到便宜 ! 栗起亮

感到非常气愤 ! 便与弟弟商议如

何惩治一下栗某 # 因打架时自己

身上的伤情不重 ! 哥俩便预谋制

造更重的伤情! 以便嫁祸于栗某#

其弟联系了刑满释放人员王某 %

无业人员吕某 !三人已另案处

理"! 在一处偏僻的小院用锤子和

铁棍将栗起亮的左手大拇指砸成

轻伤 ! 然后栗起亮到公安机关控

告是邻居栗某将其打伤 # 公安机

关审查后发现其伤情与打架时出

警录像不符 ! 后经侦破 ! 查明了

上述诬告事实#

!张敬彬 鲁文涛"

酒气冲天出门寻妻 借机闹事于法不容

妻子离家出走不知去向!丈夫酒

后驾车来到妻子前雇主处要人未果!

将其打伤#经福建省漳浦县检察院提

起公诉! 法院近日以危险驾驶罪%寻

衅滋事罪判处被告人蔡振泉有期徒

刑十个月!并处罚金
(%%%

元#

!%#$

年
)

月
##

日上午!蔡振泉

因琐事与妻子陈某发生口角!陈某一

气之下离家出走#当天中午!蔡振泉

在家中喝了两瓶啤酒后睡下!醒来仍

未见妻子回家!忽然想到陈某曾在杜

浔镇某学校的食堂打过工!便在酒未

醒且无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一辆无

牌摩托车赶往该校食堂!找到食堂老

板李某要人! 李某告知陈某没在食

堂!蔡振泉又出言威胁李某交人并推

搡李某!后被旁人劝开#

李某赶紧打电话报警! 结果被

蔡振泉又推了一把! 扭伤右手# 经

鉴定! 李某右手第二掌骨完全性骨

折构成轻伤二级# 经检验! 蔡振泉

当时血液酒精含量为
#!*+%(,-.

#%%,/

! 属醉酒#

!杨炳坤"

急需贷款被人骗 模仿骗术再骗人
一男子因做生意急需贷款 !不

想中了他人圈套被骗钱财! 结果转

身便伙同其妻去骗别人#近日!江苏

省无锡市滨湖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

罪将陈艺宏批准逮捕#

陈艺宏系福建省泉州市无业人

员#

!%#$

年
'

月!陈艺宏经营茶叶生

意急需贷款!结果被人骗了钱财!不

但不吸取教训! 陈艺宏反而总结对

方诈骗'经验(!伙同其妻魏某!已另

案处理" 到泉州市购买
(

台笔记本

电脑及若干手机!办理了银行卡!然

后冒充江苏省常熟市某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上网发布虚假广告# 同年

##

月
0

日!无锡一男子杭某!化名"

急需资金! 看到陈艺宏发的虚假广

告后信以为真!即联系要求贷款
(+$

万元#陈艺宏见骗钱机会来了!即按

自己被别人骗的方法! 要求杭某填

写贷款申请表等材料! 先后
$

次从

杭某处骗得
!

万余元#

杭某发觉上当后即报案!公安机

关于
!%#$

年
#!

月
#%

日将陈艺宏抓

获归案# !蔡安民 章建"

挪用公款购买股票 招生科长获刑三年
招生科科长利用职务之便!挪

用单位
!*

万余元公款炒股#经河南

省许昌市魏都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近日! 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判处被告

人杨晓兵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

年年初!股票市场异常火

爆# 当时身为许昌市科技学校招生

科科长的杨晓兵也想试一把! 起初

他用自己的钱在股票市场快进快

出!赚了些钱!便颇为自负#为获取

更大利益! 他寻思着动用单位的公

款#

!%#$

年
$

月
#!

日! 杨晓兵将

其保管的许昌市科技学校
$#

万余

元公款中的
!%

万元分四次存入其

父银行账户!

*+$

万元分两次存入自

己的银行账户#之后!杨晓兵又将这

!*+$

万元公款转到其在中原证券的

股票账户! 购买股票产品进行营利

活动#同年
'

月!魏都区检察院因为

其他案件!查阅该学校账目!杨晓兵

怕事情败露!陆续把钱还上!并主动

向该院供述了自己挪用公款的犯罪

事实# !宋二歌"

醉
酒
持
刀
闹
事
非

私
藏
枪
支
被
判
刑

明明持刀欲行凶! 却说他人是诬

告!还非要警察到家中搜查还自己'清

白 (# 经安徽省凤阳县检察院提起公

诉! 法院近日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

被告人李文广有期徒刑一年#

李文广是凤阳县官塘镇光华社区圩西队农民!平时

经常与他人争强斗殴! 曾因殴打他人被治安拘留#

!%#$

年
)

月
#!

日晚上!李文广酒后买了一挂鞭炮!解开后在

村里多处点燃!并随意向别人身上乱扔#社区村干部张

某上前制止!双方发生口角并撕打#此时!李文广抽出身

上的刀具要砍张某!张某立即报警!李文广见状马上逃

离现场!在一隐蔽处藏好刀具后又返回#当辖区民警赶

到时!李文广以张某诬告自己持刀行凶为由!要其当众

道歉!并要警察到自己家中搜刀还自己清白#

警察见他醉酒不可理喻!当场予以训诫!告知随后

处理#次日上午!民警传唤李文广时!在他的住宅院内发

现一支枪!经鉴定!该枪具有一定的杀伤力!已经达到枪

支的标准# !吴长忠 刘娜"

【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

三个平台实现精准预防
本报讯!张宁

%

通讯员高亚男 张静秋" 近日!天津市检察院第

二分院与检企共建单位中远散货运输有限公司召开联席会议! 结合

该公司特点!拟定具体预防工作方案!搭建"三个平台#$一是搭建法

治教育活动平台!通过参观警示教育基地%观看廉政微电影活动等增

强员工的法治观念和自我防范意识&二是搭建法律服务平台!深入企

业现场调研!开展专项服务!共同探讨可能引发职务犯罪的隐患!提

出预防对策&三是搭建职务犯罪长效预防平台!共同建立健全预防职

务犯罪长效机制!企业收集和整理职务犯罪线索!及时向检察机关通

报职务犯罪及违法违纪的有关情况'

离婚案里扯出“假官司”
"

王海声

本报通讯员李卫东 隽玲玲

!%%#

年!当王女士与丈夫陈

某在山东省即墨市购置一块土

地时!绝没想到这块土地竟为分

其
#%

年以后的离婚官司平添了

几多波折#日前!在青岛市两级

检察院的持续跟踪监督下!王女

士顺利办结了离婚事宜!从历时

三年多的离婚诉讼中解脱出来#

!%%'

年
##

月!王女士向法

院提起离婚诉讼! 并于
!%%0

年

1

月撤诉后! 又在
!%#!

年
(

月

再次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在庭

审期间!丈夫陈某拿出了一份法

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 称其在

!%%*

年
$

月和
!%%'

年
(

月!分

两次向同学孙某借款
#(%

万元!

后因
!%%0

年
$

月孙某将其告上

法庭! 陈某在法院的调解下!将

其夫妇购买的土地及地面上的

建筑物等抵押给了孙某#

王女士对丈夫借款及抵押

土地的情况一无所知!而且孙某

起诉时间恰好是其第一次离婚

诉讼提出撤诉不久的日子!她越

想越郁闷!遂向即墨市检察院提

出监督申请#

即墨市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虽然依法律规定!夫妻各方因日

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

产的! 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但

不应涉及不动产等重大价值生

产生活资料的处分#另据法律规

定!非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对夫妻

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的!夫

妻双方应当协商决定!原则上非

经配偶一方委托!另一方不得单

独行使!即对于重大家庭事务的

处分! 需夫妻双方协商一致#而

本案民事调解处分的恰恰是夫

妻共同所有的重要不动产!王女

士却丝毫不知情!该民事调解有

违法律!遂提请上一级检察院抗

诉#

青岛市检察院审查后认为!

本案调解遗漏了必要共同诉讼

人王女士!陈某擅自处分夫妻共

同财产的行为侵犯了王女士的

合法权益# 而且本案以调解结

案!程序也存在问题#该调解以

土地和地上建筑等不动产折抵

借款!但却未对土地及所附建筑

进行评估!无法证明该不动产是

否以合理对价转让#此外!本案

中孙某系陈某高中同学!对于陈

某和王女士的夫妻关系有足够

认识!且孙某在法院调解后的四

年里未对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

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因此孙某不

符合善意第三人的构成要件#据

此!青岛市检察院依法向青岛市

中级法院提出抗诉#

随后!一审法院对该案进行

了再审!并于
!%#$

年
#%

月作出

民事判决#再审判决采纳了检察

机关的抗诉意见!判决撤销原民

事调解! 驳回了孙某的诉讼请

求#判决后!即墨市检察院跟进

监督!协助王女士办结了此事#

【青铜峡市检察院】

五措并举确保干警过“廉节”
本报讯!单曦玺

%

通讯员马少军"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

市检察院采取五项措施抓好节前廉政教育(通过抓组织领导!坚持

把春节期间干警廉政自律情况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纳入议事日

程&抓学习教育!坚持廉政警示教育不间断!及时通报各类违纪问题

和违法案例&抓引领示范!班子成员改进工作作风!带头廉洁自律!带

头反对"四风)&抓建章立制!针对易发生的不廉洁现象和违纪问题!

进一步完善干警个人廉洁档案和司法廉政档案&抓执纪问责!对群

众举报反映的检察干警不廉洁等方面的问题!调查核实后按照有关

规定严肃查处(

新春法治

祝福
近日#云南省检察院党组

书记$代检察长李宁*左五+利

用周末时间来到德宏傣族景

颇族自治州芒市五岔路乡弯

丹村#就检察机关如何在服务

扶贫攻坚工作同时做好法治

宣传进行调研%

本报通讯员王翠云
%

肖凤珍摄

远离“久拖不决”
山东垦利：检务督察平台
有效加强内部监督
本报讯 !记者程振楠

.

郭树

合
.

通讯员杨风华 袁鑫" '宋

科长!由您负责的固定资产清理

工作已经超期
##

天! 请您对相

关情况进行说明#(日前!山东省

垦利县检察院监察室主任尚明

根据该院检务督察平台上显示

的超期提醒!向相关责任人进行

了询问#

!%#$

年
(

月!为进一步加强

内部监督制约!提升检务督察效

能 !该院加强信息化建设 !经过

资源整合开发了以检务督察平

台为核心的信息化检务工程!实

现了以信息化助推检察工作规

范化#该平台主要对事务性检察

工作进行督察!将督察内容划分

为'在办%超时%完成(三个阶段!

该院检务督察部门负责对系统

的日常维护及使用#当该院检察

长办公会对某项事务性工作进

行讨论决定后!该院检务督察部

门会将决定的具体内容%负责部

门 %责任人 %完成时限等相关内

容进行网上登记!并在内网上滚

动公示! 接受全院干警的监督#

如某项工作没有在规定的时限

内完成! 系统将自动发出报警!

检务督察部门将根据系统提示

查明未完成原因!并将有关情况

及时反馈给分管院领导!同时督

促具体负责人尽快落实!最后根

据完成情况和分管院领导的意

见对责任人进行追责#

截至目前!该院已通过检务

督察平台对
($

项事务性工作进

行了督察!有效促进了检务工作

的规范化%科学化#

精细化个性化法治服务驱散寒冬
江苏常州：法治护航非公经济发展

"

皇甫冰

'通过深入服务企业! 检察

机关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

境!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冬天不太

冷*&(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天

钢铁集团董事长董才平参加江苏

省检察工作通报会时! 对常州市

检察机关开展的 '非公经济法治

护航(活动给予高度评价&

!%#$

年!常州市检察院在全

市开展 '非公经济法治护航(活

动!以'互联网
2

菜单式(的服务

模式为企业提供精细化"个性化

法治服务!一年来成果显著&

$流动法庭%搬进企业

!%#$

年
#!

月
(

日! 由常州

市武进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中天

钢铁集团员工胡某等人盗窃以及

蒋某等人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一

案! 在中天钢铁集团公司内进行

了公开审理&集团董事长董才平"

企业管理层及职工代表全程旁听

了庭审&

庭审中! 公诉人从盗窃罪与

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犯罪构

成"危害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

释法说理!使被告人充分认识自己

的行为后果!同时也让千余名旁听

者对两个罪名有了进一步了解&

'在武进区! 类似中天钢铁

集团这样员工达上千人的大型

企业为数不少 !因环境 "监管等

方面因素!企业内部金融犯罪等

现象突出 !我们通过开展 )流动

法庭*进企业活动 !将法庭搬进

企业内部!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做

好预防与宣传&( 武进区检察院

检察长蒋国强介绍 &

!%#$

年!常

州市检察机关在武进"溧阳的两

家企业开设了'流动法庭(&

一对一解决企业问题

'我们纺织企业工人流动性

很大 ! 他们说走就走算不算违

约+怎样规避+(

'针对这个问题! 有三点风

险提示$ 一是劳动合同要签!防

止恶意违约,二是各类职工保险

要交!防止违规赔偿 ,三是要知

晓有关经营活动的法律!主动适

应目前的法治大环境 &(

!%#$

年

)

月!在超人纺织品公司内!常州

市检察院干警小李一一回答企

业员工提出的各类法律问题&

超人公司是'非公经济法治

护航(活动开展以来首家预约法

治服务的民营企业 & 接到预约

后! 该院进行了上门法律服务!

逐一解答企业问题&

如何有效送法上门!打通检

察服务'最后一公里(!是常州市

检察机关近年来的工作重心之

一&

!%#$

年
*

月! 全市检察机关

开展民营企业走访月活动!先后

由检察长带队走访百余家民营

企业! 深入了解企业法治需求!

主动征求企业意见建议&

走访月活动结束后!常州市

院设立了全市非公经济法治保

障联动工作办公室!由各业务部

门抽调骨干进行任务分解!根据

走访月收集的现实资料!针对企

业的具体问题开展一对一菜单

式服务&同时 !在市院外网设置

'非公经济法治服务预约平台(!

及时"全面掌握企业需要&

截至目前!此项活动共为企

业提供法律咨询
#%%

余次!建议

帮助企业整改
(!

条&同时!坚持

打击和保护并重!共受理批捕涉

企案件
!#

件!审查起诉
#0

件&

三个工作站辐射企业密集区

!%#$

年!由武进区检察院办

理的张某假冒注册商标案!作为

该区首例涉外知识产权案受到

广泛关注&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常州市永达公司未经注

册商标所有人德国欧司朗公司

许可!擅自生产标有其注册商标

的汽车前照灯!并委托常州市贤

丽包装厂印刷外包装!在申报出

口时被海关查获!经查非法经营

数额达
!#

万余元&

武进区检察院设立了专案

组!多次赴被害单位设在上海的

全资子公司完善证据!并安排欧

司朗公司参与庭审!开创了常州

知识产权案件被害单位参与法

庭审理的先河 &最终 !相关责任

人被判处刑罚!被害单位获得
$%

万元的民事赔偿&

针对企业知识产权侵权问题

突出现状! 常州市两级院在常州

科教城" 创意产业园等非公企业

林立的区域设立了三家知识产权

检察工作站! 以站点为中心集中

开展知识产权保护行动&

'检察机关要针对常州经济

发展现状!积极引导非公经济主

体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解决

问题&( 常州市检察院检察长葛

志军表示 &

!上接第一版"这引起了检察官的警觉! 认为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嫌疑&

经过前后两次提讯! 检察官反复做思想工作! 王玉雷哭了! 承认自己

并没有杀人! 先前之所以作有罪供述是因为 '被打了(& 顺平县检察院立即

将该情况向保定市检察院作汇报! 引起了保定市检察院的高度重视&

一个艰难的抉择

!%#1

年
(

月
!#

日!古城保定仍然春寒料峭!五四西路边保定市检察院

的四楼会议室里却在发生着一场激烈的争论!来自保定市"顺平县两级检察

院的十几位检察官正在讨论对王玉雷应不应该批准逮捕&此时距离最后批捕

期限只剩两天了&

很多检察官认为!本案除了王玉雷的口供外!没有别的证据能证明其有

罪!并且公安机关可能存在非法取证"以连续传唤的形式变相拘禁嫌疑人等

违法行为!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但也有人认为!虽然证据不够充分!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王玉雷的作案嫌

疑!如果将其放回后发生逃跑"自杀或继续行凶等情况!检察机关将十分被动,

并且被害人家属情绪非常激动!已经去王玉雷家打砸了一通!现在将其放回!

可能产生新的矛盾隐患&

两派意见争执不下!谁也不能将对方完全说服&最后!人们都将目光转向

了主持会议的保定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彭少勇&

'作为决策者!我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采访中!记者问及当天的情形!

彭少勇不由自主地掏出一根香烟点燃!'案子发生前的
!%

多天! 当地还发生

了另外一起恶性案件!迟迟抓不到凶手!再加上这个案子!社会上人心惶惶!

舆论压力非常大--(

彭少勇抽了一口烟!香烟缭绕中!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下午$'我不能简单

地拍板捕还是不捕&既要坚持证据裁判规则!又要体谅被害人家属的痛苦,不

仅要考虑公安机关办案的艰难!更要认真履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严把

审查关口!做到不枉不纵&(

最终!彭少勇提出'三个不足信($一是王玉雷有作案时间不足信&尸检报

告没有确定被害人死亡时间!仅凭个别证言进行推断是有问题的&二是王玉

雷的有罪供述不足信&

)

次笔录!前
$

次不认罪!后
1

次承认有罪!但
1

次有

罪供述中对作案工具"作案时所穿衣物的供述没有一次相同!且供述的作案

工具与尸检报告中的
3

形伤口不吻合&三是王玉雷有罪不足信&证明其有罪

的口供是孤证&

第二天!根据保定市检察院的指导意见!顺平县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

不足对王玉雷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引导侦查擒获真凶

在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同时!顺平县检察院还向公安机关发出.不批

捕理由说明书/.补充侦查提纲/和.纠正违法通知书/&

'对于下一步侦查方向!我们着重提了两点意见$一是扩大侦查范围!排

查与被害人王伟有矛盾的人,二是对案发现场的遗留物进行鉴定&(彭少勇告

诉记者!后来果然在现场提取的一只手套中!发现了与王伟%王玉雷不一致的

另外一个
456

!经过比对!与重点嫌疑人员王斌能够同一认定&

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王斌抓获后!他承认案发当天携带事先准备好的

带木棒的
3

型槽钢!杀害了曾经骚扰其妻子的被害人王伟&其妻的证言也证

实了他的说法!案发第二天她曾问丈夫!王伟是否是他所杀!王斌承认并讲述

了作案过程&

!"&1

年
'

月
'

日!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请批捕王斌&彭少勇立

刻派人前往顺平指导办案!并对办案人员提出要求$'案子要办成铁案!不能

再出错&对于任何一个执法者来说!终生都不能办一个冤假错案!这是底线&(

检察机关审查发现$ 保定市公安机关提供检测的
&(

份血样均未制作提

取笔录!检材来源不明,鉴定意见书未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资质证明文件&

因证据获取程序不合法!彭少勇要求暂时不对王斌作出批捕决定!要求公安

机关补充完善相关证据&

根据检察机关的意见!公安机关依法重新提取了王斌的血样送检!

456

鉴定结果与手套上检出的
456

比对依然吻合&

'

月
&1

日! 顺平县检察院以

故意杀人罪批捕了王斌&

&"

月
!1

日! 保定市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王

斌提起公诉&

!"&$

年
&

月
&'

日!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斌死刑!缓期

二年执行&此时!距离对王玉雷作出不逮捕决定已经过去了整整
(""

天!压在

彭少勇心头的阴霾终于散去&

'其实我和王玉雷只见过一面! 后来也再没联系过& 听说他现在在外打

工!我祝福他平安%健康&(彭少勇说!'确保每一个有罪的人受到刑事处罚!保

障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这就是我们检察官的责任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