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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读

鸡西鸡冠：快速
办理未成年人案

本报讯 %韩兵
%

通讯员孙晶

王晓明$ 日前! 黑龙江省鸡西

市鸡冠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未

成年人涉嫌强奸案时!及时启动

"绿色审查通道#快速办理此案!

会同公安机关对案件证据进行

全方位补查!在十五日内便将案

件起诉到法院$这是该院在积极

探索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过

程中!坚持"温情司法%!注重"教

育挽救%的一起典型案例$

"办理每一起未成年人刑事

犯罪案件!我们都慎之又慎$%承

办此案的检察官张旭说!该院对

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依法严

格审查!充分了解核实未成年人

的刑事责任能力&涉罪过程等情

况!做到全面客观把握证据$

"我们还特别重视回访考

察!给失足未成年人改过自新的

空间$% 该院副检察长纪德新介

绍!

!"#$

年以来! 该院共对涉罪

未成年人作出不批捕
#%

件
#&

人!到实地与其家长&老师&社区

干部&派出所民警联系 !开展联

合帮教&跟踪帮教$同时!该院通

过与关工委 &妇联 &职业技校等

单位联系!提供免费培训 !帮助

推荐就业$

该院还与政府部门&未成年

人保护组织等跨部门合作!与公

安&法院建立了涉案未成年人维

权衔接机制 ! 形成保护合力 $

!"'%

年以来!该院又在一些学校

设立"普法维权联系点%!定期开

展普法校园行活动!截至目前已

联合教育部门共组织未成年学

生接受预防犯罪警示教育
$

次!

受教育学生达
$"""

余人$

近日! 四川省泸定县检察院干警来到杵坭乡金鸡坝村博爱广场

以案说法!为当地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宣讲课"

刘德华
(

本报通讯员贾雄翔摄

【荆门市东宝区检察院】

拓宽渠道确保社区矫正监督实效
本报讯 "郭清君

%

通讯员王怡 蒋长顺$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

检察院不断拓宽社区矫正监督渠道!一是在完善机制上下功夫!加强

对日常监管不严格"不规范情况的监督#二是在摸清底数上下功夫!

每月与区司法局"区公安分局"区法院及社区核对矫正人员名单!及

时了解入矫解矫等情况#三是在全程跟踪监督上下功夫!积极与区司

法局等单位协商!实行社区矫正信息一季度一通报!对矫正对象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化解$同时!该院通过延伸触角%融入社区!依靠群

发做好监督工作!

!"'%

年以来各社区检察服务站共提供监外执行线

索
%(

件!其中
)(

件成案&

【唐山市开平区检察院】

电子卷宗制作系统上线运行
本报讯 "通讯员周宝明 李建波$ 为进一步提高办案效率%保

障律师执业权利! 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检察院近日正式开通电子卷

宗系统&通过该系统!该院实现了一人查多案%多人查一案!跨时段%

跨地域评查!不仅案件评查效率得到提升!实现了全程留痕!也方便

了今后随时复查&截至目前!该系统共录入
$)%

个电子案卷!接待
$*

名律师进行查询&

【余姚市检察院】

“三字诀”做好人大代表联络工作
本报讯"屠春技

%

通讯员戚吉琼$

!+'*

年开年!浙江省余姚市检

察院紧扣'早%细%深(三字诀!多措并举打造人大代表联络工作新局

面$该院'早(部署增强主动性! 专门研究制定 )关于建立人大代表联

络专员制度的实施意见*! 将人大代表联络工作定为硬任务& '细(

区分提高针对性! 推行代表联络 '少数重点走访" 同类集中座谈"

个别动态跟进( 模式! 有针对性地做好服务和联络工作& '深( 交

流提升实效性! 结合检察工作报告" 重大敏感案件做好沟通联络!

听取意见建议&

!"'%

年底至今! 该院走访本级人大代表
'""

余人次!

短信联系代表
$*)

人次&

伪造房本作抵押 潜逃四年终落网
由于自住房办不了房产证!为

了借钱!便自己伪造了一本房屋产

权证!用来抵押借款$近日!经福建

省漳州市芗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

被告人郑智庆有期徒刑九个月$

!"''

年初! 郑智庆因生意上

需要资金!手上没有钱!便想到用

自住的房屋来抵押借款$但自住房

不能办房产证!郑智庆便想到伪造

一张假的房产证来骗借钱款$

郑智庆伪造了一本自家住房

的房屋产权证$而后!郑智庆找到

朋友张某! 对其说由于资金需要!

准备将房屋卖掉$

!"''

年
*

月!郑

智庆以伪造的产权证向张某抵押

借款
!"

万元$

之后!郑智庆跑到省外做生意!

结果还是亏空$ 而张某发现郑智庆

失踪后! 到房产交易中心查询发现

房产证是假的!随即报案$警方对郑

智庆进行网上通缉!

!"'%

年
*

月!郑

智庆被抓获$

#朱灿明 满荣$

网上兜售散弹枪
宾馆交易遇警察

在网上兜售散弹枪! 并与网友

约好在宾馆交易! 谁知前来接头的

却是抓捕自己的警察$ 经湖南省汉

寿县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以

非法买卖枪支罪判处被告人席俊有

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

年
'!

月! 席俊在网上聊

天时认识了一个叫"山哥%的网友$

席俊说自己手中有一支单管散弹枪

要出售!"山哥%看后很感兴趣!愿以

)%""

元收购这支枪!双方约好在某

宾馆开房交易$

!"')

年
'!

月
!"

日上午!席俊

因担心"山哥%不可靠!先将散弹枪

寄存到宾馆附近一修理店后! 只身

前往宾馆交易$ 席俊敲开宾馆房门

后!被警察当场抓获$原来"山哥%与

席俊约定交易地点后! 便向公安机

关报了案$

席俊随后带领警察提取了散弹

枪$经鉴定!该单管散弹枪为枪支!

具有杀伤力$ #王钢$

吸毒之后产生幻觉 不顾儿子放火烧家
吸食毒品后产生幻觉!半夜持

刀砍砸家中物品!并将棉被&衣服

等点燃!致使家中着火$经四川省

自贡市自流井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近日以放火罪判处被告人余

劲松有期徒刑三年$

余劲松几年前离婚!因新结交

的女友偶尔吸毒!他跟着染上了吸

毒的恶习$

!"'%

年
(

月
'"

日! 余

劲松和朋友吸毒后回到家中 $ 次

日凌晨! 余劲松醒来觉得头痛欲

裂! 产生了被很多人追杀的幻觉$

于是! 他拿起一把刀向 "敌人%一

阵乱砍$

余劲松的儿子在睡梦中被响

动惊醒!先是看见父亲拿着刀砍砸

物品! 接着又见他用打火机将棉

被&衣服等点燃!致使家中大火燃

烧$

这时!余劲松的儿子接到一个

同学打来的电话! 他让同学报了

警$警方接报后!及时赶到将火扑

灭!才未造成严重后果$

#吴明远 李平$

合谋借壳围标 非法牟利获刑
自己没有投标资格 ! 为了中

标!合谋借用多家公司资质串通投

标$经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检察院

提起公诉!法院近日以串通投标罪

分别判处夏治国&王茂平有期徒刑

一年!缓刑二年!各并处罚金
'%

万

元!违法所得均予以追缴$

夏治国系安徽某建筑有限公司

技术总工!王茂平系该公司法定代表

人$

!"''

年
&

月!宣州区某农业开发

项目对外发布招标公告!明确了投标

人资格$夏治国&王茂平明知自己无

投标资格!共谋借用他人公司资质进

行围标$

随后! 二人寻找了五家公司进

行投标! 约定如中标将给予所借公

司一定比例的工程管理费$经开标!

二人借用的公司中标$之后!二人组

织人员对中标项目进行施工建设!

并支付所借用公司
!*

万余元$

!"')

年
'"

月!夏治国&王茂平

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投案!

并各退回
)"

万元违法所得$

#张志勇 郑贤海$

为
获
赔
偿
竟
自
残

鉴
定
戳
穿
复
仇
梦

为追究他人责任!获得赔偿!达到

报复的目的!竟痛下狠手自己制造伤情$

近日! 犯罪嫌疑人钱万昌因涉嫌诬告陷

害罪被河北省乐亭县检察院提起公诉$

钱万昌专做桃子联系业务 $

!"')

年
&

月
*

日!钱万昌在某桃园收桃时!村民张某给该桃园

打短工!负责向桃子上喷水$钱万昌看见后怕增加重量!

上前制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发生口角并厮打在一起!

厮打中张某将钱万昌左耳打伤$

钱万昌事后为追究张某的刑事责任并获得民事赔

偿! 在检查过程中故意将自己的左耳鼓膜扎致穿孔!经

乐亭县公安局法医鉴定为轻伤$后双方自行达成和解协

议!张某赔偿钱万昌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
)

万元$

其后!张某对钱万昌的伤情提出异议!要求重新鉴

定$

!"'%

年
%

月!经鉴定!钱万昌左耳鼓膜穿孔与当日外

伤无关$经公安机关询问!钱万昌对制造假伤情的事实

供认不讳$ #周宝明 吴琼$

让“毒树之果”无处容身
江苏苏州：全程排除非法证据纠防冤假错案

"

本报记者 徐日丹

通讯员 李跃 姚国梅

近三年来 ! 提 起 公 诉 的

$**,)

起案件中! 无一因非法证

据被判无罪!以刑讯逼供等违法

取证为由提起上诉的案件逐年

下降至
"-$!!

''这份骄人的

成绩单!是江苏省苏州市检察机

关全程排除非法证据防范刑事

冤假错案取得的成效$

问及(诀窍#!苏州市检察院

公诉一处处长邓根保说 )(制度

刚性&审查精细 &责任担当是摘

除*毒树之果+的精准路径$%

防错于前&构筑侦查取

证'防火墙(

对苏州市检察院公诉一处

检察官林钰明来说!紧盯电脑屏

幕!认真审查公安机关对涉案毒

品称重和封存的视频!是必须的

工作程序 $非法证据排除 !侦查

取证环节正是检察机关预防和

纠正的重点$

根据
!+#!

年年底苏州市检

察院与市中级法院&市公安局会

签的,讯-询.问犯罪嫌疑人同步

录音录像工作规定 #试行$/!重

要物证提取&隐蔽性证据指认和

毒品案件称重 &封存过程 "一般

应进行录像%! 录音录像与讯问

笔录存在实质性差异的!该讯问

笔录不作为证据使用$

非法证据排除从纸面要求

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制定刚性的

配套制度是关键所在$ 据了解!

!+#!

年
##

月! 苏州市检察院出

台了,贯彻落实新刑诉法若干问

题的座谈会纪要/$

!+#$

年
&

月!

该院又制定了,刑事立案监督和

侦查活动监督工作办法 #试

行 $/! 进一步完善法律监督内

容!对多发性 &关键性取证瑕疵

进行规范!打造非法证据排除的

"制度链%$

林钰明介绍说!办案中检察

官发现的取证瑕疵!会通过定期

联席会议&质量通报及时反馈侦

查机关整改$ 检察机关内部!刑

检部门每月通报自侦案件瑕疵

情况!督促侦查取证规范合法$

查错于中&织密审查起

诉'过滤网)

!+#$

年以来!推行证据集约

化&程式化审查 !是苏州市检察

机关的发力方向000

推行公诉案件审查报告规

范化改革 ! 明确物证等客观性

证据为第一审查顺位 ! 引导承

办人更加重视客观性证据审查$

完善讯问笔录模板 ! 对侦查机

关实施的诉讼行为有无违法 &

嫌疑人笔录是否是其真实意思

表达 & 有无受到刑讯逼供 & 威

胁 & 引诱等问题进行讯问 ! 并

记录在卷 $ 对证据存在重点疑

问的案件! 一律通过现场勘验&

调取同步录音录像等进行复核!

严把证据质量关$

据了解!针对侦查取证瑕疵

问题!苏州市检察机关排查了近

年来
*

万余起刑事案件!梳理出

案件证据审查必备要件
#++

项!

制作成,证据审查百问/$案件办

理过程中 !承办人必须按照 ,证

据审查百问/对涉案证据进行流

水线式"过堂%!排查证据审查死

角$

该措施自
!+#)

年
&

月实行

以来!苏州市检察机关公诉后审

结并已判决的普通刑事案件中!

仅
$

起案件被告人以非法取证

为由提出上诉$

纠错于后&当好审判环

节'守门员)

严守 "非法证据排除 %红线

的同时!也要敢于对违规违法办

案说"不%$

!+#$

年
#

月!苏州市吴江区

检察院办理了刘某强奸案!一审

期间刘某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诉

求$该院立即调取其入所身体检

查表&询问同监室人员及侦查人

员等$经查证 !依法将非法证据

排除! 并及时纠正了案件起诉认

定$

为把好审前最后一道关!苏

州市检察院近年来运用出庭支持

公诉远程指挥系统!对重大敏感案

件公诉提供后台咨询&指挥!配合

法庭做好法庭调查及讯问笔录&原

始讯问录音录像或其他证据等提

供工作! 依法及时排除非法证据!

维护庭审有序&公正和高效$

此外 !为淬炼办案人员 "慧

眼%提升公诉人素能 !苏州市检

察院通过发布二审要览&案例指

导&案件评查等方式 !强化对基

层业务指导!防范审查疏漏造成

冤错案!并将证据瑕疵问题纳入

案件质量年终考核!形成非法证

据排除倒逼机制$

"非法证据排除是严防冤假

错案发生必须坚守的底线$纠错

于后!更要防错于前 !在每一起

案件中全力维护司法公平正

义$% 苏州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君

悦说$

视频慰问

!

月
#%

日!广东省委常

委 %政法委书记林少春 +右

三,到该省检察院看望慰问

检察干警!并通过远程视频

系统向该省基层干警送去

节日问候"

朱香山
%

本报通讯员王

磊摄

“迷途”孩子回家了
"

本报记者 赵衡
%

傅鉴

通讯员 杨丽恒 贺薇

"爸!我错了''%近日!在

四川省成都市看守所羁押了
,+

天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小杰!扑

到父亲面前泣不成声$

小杰今年
#,

岁!

!+#%

年底

因涉嫌盗窃被公安机关提请成

都市武侯区检察院批准逮捕$"我

们管不了他!希望司法机关依法

严惩!把他关起来1%在小杰被拘

留的第
%

天!他的父亲从千里之

外赶到成都!恨铁不成钢地说$

由于小杰缺乏监管且健康

状况不佳! 为保证诉讼顺利进

行!武侯区检察院对其作出了批

准逮捕决定$ 在小杰被逮捕后!

承办人继续与小杰父母和亲属

沟通! 试图修复他们的亲子关

系$这番努力终于融化了小杰父

母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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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在小

杰被羁押的第
%)

天! 小杰的父

亲再次千里迢迢来到成都!主动

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其谅解$

"小杰身体不好! 现在也受

到教训了! 我们愿意严格监管

他!能不能放他出来2%小杰的父

亲主动给承办人打来电话$

为明确小杰的羁押必要性!

武侯区检察院借助社会力量开

始全面审查!委派一名干警指导

司法社工到小杰户籍地调查小

杰的家庭情况&成长经历&身体

状况和监护帮教条件等情况$据

司法社工反馈!小杰以前从没有

过违法犯罪!这次已经认错并渴

望回归家庭$小杰父母愿意监管

帮教!家庭&医疗机构和朋友的

支持均有利于其回归社会!具备

变更强制措施的条件和社会基

础$同时!该院还委托心理咨询

师对小杰进行心理测评!结果表

明小杰具备变更强制措施的心

理基础$

随后! 该院召开了涉罪未成

年人羁押必要性审查不公开听证

会!在听取包括被害人&辩护人&公

安机关&人民监督员等在内的各方

对小杰羁押必要性的意见后!决定

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当小杰走出看守所大门时!

小杰的父亲热泪盈眶)(谢谢检

察官! 我一定将他带在身边!好

好管教$%

近日! 山东省烟台市检察院组织有书法特长的检察官到栖霞市

经济开发区吕家庄村开展文化下乡活动!为村民写书法讲法治"

本报通讯员常洪波 刘备 张剑国摄

%上接第一版# (我身体受伤后花了几万元医治! 眼下还没痊愈!

不能出门劳动! 只能在家养猪& 看门! 家庭生活困难$% 王婷拉着

张蕊的手! 流着泪说$

而后! 张蕊在方萍家的厨房见到了方萍$ 方萍告诉检察官! 她

被砍时小孙子在现场! 也吓得够呛! 她受伤后不能去农田劳作! 家

中收入锐减! 让本来就不宽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她们两家原本就不宽裕! 现在都因伤致贫! 家庭生活十分困

难$ 希望你们这次来能给她们一个脱贫的机会! 我代表村委会感谢

你们$% 王主任说$

(经过调查! 根据渭南市六部门联合制定的 ,渭南市国家司法

救助制度实施办法 -试行./! 你们这种情况属 *生活困难+! 应实

施国家司法救助$ 我回去一定帮你们如实反映情况! 争取申请到救

助金$% 一天调查结束后! 张蕊对王婷& 方萍说$

'市县联动) 落实救助到山村

在办理司法救助案件的过程中! 渭南市检察院控申处得知了这

起案件$ 该处处长张彩锋带队专程赶赴富平县调研$

(这起案件具有典型性! 我们市县两级检察机关可以开展联合

救助$% 调研后! 张彩锋建议富平县检察院向渭南市检察院报送王

国平强制医疗案件中被害人司法救助情况报告$

接到报告后! 张彩锋向渭南市检察院检察长李逸强汇报了该

案$ (案件情况特殊! 大额的救助资金由市检察院专项司法救助金

列支$% 李逸强指示该院控申处启动快速审批程序$ 该院最终决定

向被害人王婷& 方萍分别救助
#

万元$

于是! 在救助申请提出不到半个月的
!+#%

年
##

月
##

日! 张

蕊和同事们带着两级院发放的
!-)

万元司法救助金! 再次来到下沟

村! 将这份温暖送到了王婷& 方萍手上! 还叮嘱她们注意资金安

全! 这让两名被害人感激不已$ (感谢检察官1 感谢政府1% 方萍

激动得手发抖! 半天都完不成签字的动作$

据了解! 此案是渭南首次市县联动救助的成功案例! 也是近几

年该地区检察机关救助最快的一例国家司法救助案$(两级检察机关

联动救助! 有利于化解救助经费不均衡& 保障不足的问题! 保障救

助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采访最后! 张彩锋对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