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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读

广西出台办法追究
自侦人员违规办案责任

本报讯%邓铁军
%

通讯员王国韶$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

制定出台 "广西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检察人员违规办案责任

追究办法#!下称"办法#$!对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检察人员违规办案进

行责任追究作出相关规定$

在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对照查摆阶段! 自治区检察机关

共发现职务犯罪侦查取证%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查封扣押冻结处

理涉案款物等
!"

大方面的
#"

余个问题$ 针对这些不规范问题!&办

法#明确了属于违规办案的情形并提出责任追究措施$

根据&办法#!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检察人员在办案作风%线索管理

和初查% 采取强制措施等
!!

个方面的违规办案行为! 根据累计分值

及严重程度! 划分为轻微违规办案行为% 较重违规办案行为和严重

违规办案行为三个等级$ 对轻微违规办案行为! 由检察人员所在单

位反贪局% 反渎局进行警示和约谈' 对较重违规办案行为! 自治区

检察院反贪局% 反渎局可以或建议检察人员所在单位单独或同时采

取通报% 取消年度个人评优评先资格% 暂停入选职务犯罪侦查部门

人才库资格的方式予以追究责任! 同时列入全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

侦查部门违规办案不良记录名单! 期限为
!

年' 对严重违规办案行

为! 自治区检察院反贪局% 反渎局可以或建议检察人员所在单位单

独或同时采取向全区检察机关反贪% 反渎部门通报! 撤销因违规办

案行为所涉案件获得的相关荣誉称号% 禁止参与评优% 评先! 暂停

参与办案! 取消入选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人才库资格% 退出职务犯罪

侦查部门人才库! 年终考核评定等次为基本称职以下! 必要时建议

政治部门审查后对其延期晋级晋职的方式予以追究责任!同时列入全

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违规办案不良记录名单并向全区检察

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公开!期限为
$

年$

欲送女网友回家 遭拒翻脸抢手机
通过交友软件认识女孩!会面

结束后屡次提出送女孩回家遭拒

绝!竟以要求还钱为名将女孩手机

抢走$近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

林市秀峰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

以抢夺罪判处被告人李维喜有期

徒刑八个月$

$"!%

年
&

月!李维喜通过交友

软件认识了女孩小诗!经过一段时

间交流后将小诗约出逛街 $

'

月
(

日! 李维喜主动邀请小诗逛街!并

请小诗吃饭$当晚!小诗电话欠费!

李维喜还主动帮其购买了
%"

元的

手机充值卡$二人玩到深夜后小诗

提出回家!李维喜主动提出送其一

程!小诗以不方便为由拒绝 !但李

维喜执意要送其回去 $后来 !见小

诗态度坚决 ! 李维喜觉得有些吃

亏!便让小诗归还自己当天
!""

余

元的开销$因小诗无动于衷 !李维

喜竟将其手机抢走并逃跑$

经鉴定!李维喜所抢手机价值

!"""

余元$

!朱程路$

沉迷游戏没钱充值 利用技术盗人话费
利用自己在电信公司工作时

所学的专业知识 ! 半夜到附近的

电信固定机箱内 ! 盗接机箱内的

固定电话线路为自己的游戏账号

充值 $ 近日 !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

区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对马旌栩

提起公诉$

现年
("

岁的马旌栩曾在电信

公司工作! 后因病辞职在家$ 休养

期间! 他迷上了一款网络游戏$ 但

随着对游戏的沉迷! 马旌栩需要不

断地向游戏账户充值! 而家里的收

入又不足以支撑他的投入$ 为能够

继续充值! 马旌栩通过附近的固定

电话机箱! 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专业

技术! 将他人的固定电话线连接在

自己的电话机上! 然后拨打充值电

话进行充值$

$"!)

年底至
$"!%

年

#

月中旬! 马旌栩共使用该手段向

游戏账户盗充
)

万余元! 涉及
("

余家单位及个人$

$"!%

年
#

月
!*

日! 马旌栩在

家中被公安干警抓获$

+

尚检
,

酒后滋事打人毁物 民警劝阻反被咬伤
酒后耍酒疯!对无辜陌生人大

打出手! 民警前来阻止反被咬伤$

近日!经福建省武夷山市检察院提

起公诉!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被

告人蓝晓胜拘役三个月$

$"!%

年
!!

月
&

日! 蓝晓胜和

朋友林某在武夷山市一家
-./

内

喝酒$其间!蓝晓胜因醉酒与隔壁包

厢内顾客发生冲突! 林某将其拉到

-./

大堂内$当
-./

消费者唐某%

王某等人从包厢出来准备离开时!

蓝晓胜突然上前! 无故对其进行殴

打!林某前去阻拦也被打伤$

这时 ! 蓝晓胜又突然走向停

车场 ! 用拳头将停放在场内的轿

车倒车镜打坏 ! 随后又无故追赶

从
-./

里出来的女子周某! 并将

周某踢伤 $ 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

后赶至现场进行劝阻 ! 面对民警

的询问 ! 蓝晓胜不予理睬反而对

着民警进行拉扯 ! 还将民警吴某

的左胸和背部咬伤 $ 最终 ! 众人

合力将其制服$

!王庆平 吴先泉$

刑满释放染毒瘾
以盗养吸再被诉

曾因贩毒%抢劫被判刑入狱!出

狱后再染毒瘾! 为筹毒资合伙盗窃

并容留他人吸毒$近日!安徽省蚌埠

市龙子湖区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对

李明提起公诉!以涉嫌盗窃罪%容留

他人吸毒罪对杨家亮提起公诉$

李明曾因贩毒% 抢劫被判处刑

罚! 出狱后与杨家亮一起沾染上毒

瘾$因二人无固定工作!只得靠低保

生活$为筹集毒资!

$"!%

年
!"

月
$#

日至
!$

月初!二人不断在龙子湖区

各居民小区%超市%广场等地 !盗窃

电动车$二人在选定作案目标后!由

李明负责开锁!杨家亮进行接应!迅

速将车辆推离现场$ 每次盗窃所得

的电动车! 二人均以
*""

元至
#""

元不等的价格卖出! 并将所得用于

购买冰毒$其后!杨家亮容留李明和

自己的妹妹在家中吸食毒品$

最终!在又一次盗窃时!二人被

蚌埠警方抓获$

+

张超 高帅
,

让污染企业无处容身
山东德州：多措并举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

本报记者 程振楠
%

卢金增

通讯员 高忠祥 时立军

(我们已对星河% 蓝风化工

厂进行关停!并将于月底开展化

工企业专项检查$)近日!山东省

德州市德城区检察院收到了该

区环保局发来的检察建议办理

回复函$

$"!%

年以来! 德州市检

察机关多措并举!强化对生态环

境的司法保护!积极服务生态德

州%美丽德州建设$

夏津县部分炼油作坊将含

有强酸性污染物的废水随意倾

倒! 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

年
%

月 ! 该县检察院在办案中

了解这一情况后 ! 向县环保局

发出检察建议 $ 环保部门采取

积极措施 ! 依法关停取缔小炼

油 % 小电镀企业
&

家 ! 行政处

罚
*

家! 责令拆除污染设备
!$

套$

为加大对环境保护检察监

督力度!德州市检察机关探索完

善监督手段% 创新监督模式!在

全市民行部门选拔
%

名骨干组

成(业务指导小组)!根据工作实

际通过统一调配% 指定办案%联

合办案%指导办案等形式推进环

保领域法律监督有效开展$

同时!该院建立案件线索双

向移送机制!要求侦监%公诉%反

贪%反渎等业务部门与民行部门

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涉及其

他部门职责管辖的线索要及时

移交$截至目前 !该院民行部门

已向其他业务部门移送环保领

域案件线索
!%

件
!&

人!立案查

处
!*

人' 其他业务部门向民行

部门移送环保领域监督案件线

索
*#

件$

齐河县多家企业存在超标

排放污水 %废气的情况 !该县检

察院侦监部门在办理相关案件

时发现这一线索!立即将有关材

料移交民行部门!该院随后向县

环保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县环保

部门立即成立专项执法检查小

组! 对涉案企业进行调查核实!

已立案查处违法排污企业
&

家!

取缔非法加工厂
$

家$

(以前农田旁边就是冒黑

烟%流臭水的小炼油厂 !现在草

青了%水绿了 !我们老百姓也放

心了$) 曾经饱受土炼油厂污染

之苦的刘炳信老人望着如今颗

粒归仓的麦田高兴地说$

近年来! 宁津县长官镇部分

企业在沿河村庄办起了多家小化

工厂%土炼油作坊!严重污染了当

地的生态环境$ 宁津县检察院根

据群众反映! 开展破坏环境资源

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 监督办

理环境污染案件
!$

件
!*

人!并

结合办案情况向有关部门发出检

察建议
*

份$ 当地政府根据检察

建议!组织公安%环境%安监等部

门开展专项整治活动! 通过集中

宣传%联合执法%综合治理等方式

依法取缔土炼油厂% 小化工作坊

%*

家$

在环保领域专项监督活动

中! 德州市检察机关与公安%安

监% 环保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

严肃查处人民群众身边的破坏

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活动$截至

目前! 共监督纠正环境保护%土

地资源等领域行政执法不作为%

乱作为案件
$(#

件$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

签署食药安全“两法衔接”工作办法
本报讯"通讯员张曼缇$ 近日!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举办食品

药品安全刑事犯罪研讨会暨"两法衔接#工作办法签署仪式$本次研

讨会围绕"食药安全%两法衔接&机制#'食药安全刑事案件检测鉴定(

'食药安全刑事犯罪法律实务问题#三个专题展开$研讨会结束后!该

院与区食品药品监管局)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等部门签署了*海淀区食

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及*海淀区农产品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

出
狱
不
久
又
生
事

酒
后
强
抱
独
行
女

曾因非法拘禁罪被判刑入狱!刑满

释放后不到半年!又在酒后拦住路边单

身女子进行猥亵$近日!陕西省西安市

未央区检察院以涉嫌强制猥亵罪将林

波批准逮捕$

现年
(%

岁的林波曾于
$"!)

年
!$

月
$!

日!因非法

拘禁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出狱后不到半年!

$"!%

年
!$

月
("

日晚!林波和朋友吃饭饮酒后!在步行

回家途中见到独行的年轻女子刘某!便上前拦住刘某与

其搭讪$

其间!林波称要和刘某交朋友!并向刘某提出发生

性关系的要求!刘某当即予以拒绝$但是!林波强行将刘

某抱住!趁机猥亵$

刘某大声呼救并反抗!随后在过路群众的帮助下将

林波控制$

+

毛志伟 孙佰明
,

涉罪老汉回家过年
"

本报通讯员 刘呈军

杨晓萍

(没想到可以回家过年! 我

再也不碰毒品了$) 近日! 羁押

在云南省镇雄县看守所的嫌疑

人毕某 ! 在听完该县检察院干

警赵悦宏宣布取保候审决定后

激动地说$

$"!%

年
!$

月
$*

日 ! 镇雄

县公安禁毒大队接到群众举报

称 ! 在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子里

有人准备交易毒品 ! 禁毒干警

当即前往侦查布控 ! 将正在家

中向张某出售海洛因的毕某当

场抓获 ! 现场缴获正在进行交

易的毒品
"0($

克! 并在其家中

查获海洛因
!*0$%

克$

$"!*

年
!

月
$"

日! 毕某涉

嫌贩卖毒品案被移送到镇雄县

检察院审查起诉 ! 赵悦宏是该

案的承办检察官 $ 赵悦宏在查

看材料时发现! 毕某已是
#$

岁

高龄 ! 且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

最近天气寒冷 ! 即便是年轻人

待在家里都难熬 ! 更何况年过

七旬的老汉要待在条件较差的

看守所里$

赵悦宏连忙准备好材料! 赶

到看守所对毕某进行提讯$ 赵悦

宏发现! 毕某的腿部有旧伤! 加

上天气寒冷! 让他不住地发抖!

甚至走路都非常吃力 $ 见此情

形! 赵悦宏找来了看守所的医生

对毕某进行进一步诊断$

(赵某患有严重疾病! 继续

羁押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赵悦

宏立刻将这一情况进行了汇报$

经过慎重考虑!该院决定对毕某

取保候审$

近日% 重庆市合川区检察院聘请
!!

名群众担任该院检风监督

员%对该院党风廉政建设和队伍建设工作开展日常性监督&

沈义
%

本报通讯员蔡茂术 黄学明摄

帮扶计划“私人定制”
天津东丽：建立阳光未检机制关爱未成年人

本报讯 "张宁
%

通讯员王志

平$ (多亏了检察官的帮助!

我们顺利地拿到了司法救助

金! 孩子的看病钱有着落了*)

日前! 天津市东丽区检察院未

检科干警来到未成年被害人小

莉的家中!为他们送去
%

万元的

司法救助金$

$"!$

年的一天! 年仅
*

岁

的小莉在家门外玩耍时被杨某

持刀施暴致伤! 随后杨某骑车

逃逸$经鉴定!小莉身体损伤程

度已构成轻伤二级! 经过三次

手术救治和后续的住院治疗 !

小莉一家共花费了
(

万余元$之

后!小莉的身体渐渐恢复!但却

留下了后遗症和严重的心理障

碍! 而被告人杨某不具备赔偿

能力! 这使得小莉原本并不宽

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为了帮助

小莉顺利拿到经济补偿! 该院

启动了阳光未检工作机制 !指

定专人协调相关部门! 最终使

小莉获得了
%

万元司法救助金$

$"!%

年以来! 该院在办理

未成年人案件中! 共进行刑事

和解
%

件
$(

人! 提供心理疏导

服务
(#

次 ! 提供法律援助
))

人! 累计发放司法救助金
!"

万

元!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我院不断加大青少年违

法犯罪预防和青少年合法权益

保障工作力度! 探索建立了阳

光未检工作体系$)该院检察长

赵志辉介绍说$

为确保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能够取得实效!该院先后制定了

&东丽区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

察科工作细则#&未成年人帮教

工作实施细则#等涉及未成年人

案件办理%犯罪预防%权益保护

等三方面共计
$!

项具体制度$

同时!该院联合该区团委%

学校%社区%企业等
("

余家单位

签订&共建协议#!共同建立关护

基地!形成帮教合力$

该院还根据不同群体未成

年人的需求! 为其 (私人定制)

爱心帮教计划! 如对受害未成

年人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疏导

服务! 对涉案未成年人搭建悔

过平台! 努力化解矛盾! 并积

极促成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刑事

和解$

芦大姐的燃眉之急
"

本报通讯员 成于庆

(这次救助解了我燃眉之

急 ! 我也切身感受到检察机关

的社会责任$) 日前! 在接到北

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发放的

%"""

元司法救助金后! 来京务

工的芦大姐激动地说$

$"!%

年
!"

月! 石景山区检

察院受理了一起故意伤害案 $

被害人芦大姐因琐事被邻居王

某打伤 ! 一条腿被打成骨折 $

然而 ! 王某在审查起诉期间违

反取保候审规定无故失联 ! 芦

大姐近
%"""

元的医疗费一下没

了着落$

该案承办检察官曹丽薇了

解到 ! 芦大姐是来京务工人

员 ! 靠在建筑工地打零工为

生 ! 老家还有父母和孩子需要

供养 ! 失去劳动能力后全家生

活陷入困境 ! 连住房都成了问

题 $ 于是 ! 曹丽薇一方面告知

芦大姐有向本院控告申诉部门

申请救助的权利 ! 另一方面及

时将案件情况向该院控申部门

进行通报 $ 在曹丽薇和该院控

申部门干警的帮助下 ! 芦大姐

向该院提出申请 ! 该院控申部

门干警多次前往其暂住地进行

实地调查 ! 掌握芦大姐的伤情

及医疗费用 % 居住条件等真实

情况$

该院认为!芦大姐的情况符

合检察机关实施司法救助的情

形!在收到申请后 !该院仅用了

两周时间! 便将
%"""

元司法救

助金送到了芦大姐手中$ (救助

金既解决了申请人的生活困难!

又实现了重点救助的目的$ )该

院控申处处长秘玲说$

擂台
比武

近日%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检察院以'守纪律(促规

范(讲廉洁)为主题开展检察文化月活动%通过法律文书

评比(法律知识擂台赛(岗位练兵大比拼等活动%提升干

警的理论学习水平和实务操作技能*

李维
%

本报通讯员张琪玲摄

【三门峡市检察院】

开展案件评查和备案审查专项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胡彬 周瑶$ 近日!河南省三门峡市检察院组织

开展控申案件质量评查和备案审查专项工作$ 该院制定工作方案!成

立督察组!先期组织专人对调回的省院评查案件和备案审查案件进行

自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补正!避免产生瑕疵和错误$同时!督导组深

入基层检察院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实地督察!一并调阅省院)市院评

查案件和进行备案审查所需的全部案卷材料!分别对市院及各基层院

符合条件的
&

起案件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评查和备案审查工作$

山西省检察院对王庸晋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贾阳$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

院了解到!日前!山西省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长治医学院原院

长王庸晋
+

正厅级$决定逮捕$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山西省检察院对魏武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贾阳$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

院获悉!日前!山西省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长治医学院附属和

平医院原院长%长治市政协原副主席魏武!副厅级$决定逮捕$案件侦

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宁夏检察机关对张兴斌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贾阳$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

院了解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委原常委张兴斌!副厅级$涉嫌受贿

一案!经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指定管辖!由固原市检察院侦查终结

并移送审查起诉$日前!固原市检察院向固原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 依法告知了被告人张兴斌享有的诉

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张兴斌!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固原市检察

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兴斌在担任中宁县县长%县委书记!吴忠市

委常委%同心县委书记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收他人请

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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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检察机关对仇旭辉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

记者贾阳$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

院获悉!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原总经济师仇旭辉!副

厅级$涉嫌受贿一案!经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指定管辖!由固原市

检察院侦查终结并移送审查起诉$日前!固原市检察院已向固原市中

级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仇旭辉享有的诉讼

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仇旭辉!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固原市检察院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仇旭辉在担任平罗县县长%吴忠市红寺堡区委书

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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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