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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三次全体
会议上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
提出，2017年，检察机关将强化大数
据战略思维，深化“智慧检务”建设，实
现四级检察机关司法办案、检务公开
等“六大平台”全覆盖。“智慧检务”的
全面建设，离不开大数据的运用。对
于检察工作与大数据运用的关系，笔
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分析。

大数据运用有助于检察工作提
升。从检务实践经验来看，大数据的运
用，对进一步整合司法资源、规范司法行
为、深化检务公开、提升工作效能、服务
群众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有力地提升了检察工作质量。

大数据运用面临的问题。大数据
运用在检务工作中虽然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但就现状而言，检察机关的大数
据运用仍有很多问题与不足。

一是数据隔离导致数据聚合度
低。数据共享是运用大数据技术的基
础和前提。然而，现实中数据隔离无处
不在。大量数据以数据孤岛的状态被

分割在各部门内部而无法被关联与聚
合。目前，政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大数
据应用平台多为各自建设，除数据隔离
的问题外，还有硬件投入较大导致的零
星建设和更新缓慢等问题。而数据不
能共享导致检察机关司法办案调取涉
案数据的手续庞杂、费时费力。

二是数据分析与个人主观能动的
关系。大数据时代，检察工作人员办案
的每一个步骤都会被大数据记载和上
传，而上级机关对下级工作的考核便依
据这些数据，这可能导致某些工作人员
为应付上级机关的检查，工作只做表面
文章，录入相关案件数据的过程中，只录
入对其工作有利的数据，而不是与案件
相关的所有数据，造成案件录入失实，影
响检察机关公信力。

三是数据应用人才匮乏、应用水
平较低。大数据既然是一种技术，意
味着需要专业知识来掌控，因此，检察

机关借助大数据运用进行司法办案、
服务群众等工作都需要具有丰富经验
的大数据分析人才支撑协助。目前，
各级检察机关虽然都在积极培养自己
的大数据人才，但仍存在专职人员较
少、专业程度较低。

四是检务公开与检务监督管理存
在矛盾。大数据时代，随着检务公开的
发展，公众更容易获得案件的相关信息，
也更容易在网络上就案件发表自己的
看法，对检察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一
些媒体和网民为追求眼球效应，可能会
发布一些不实或夸大事实的言论，甚至
不惜为此造谣，严重破坏了检察机关的
公信力。此外，当事人个人信息和隐私
的保护工作也是检察工作中大数据运
用面临的挑战之一。

大数据运用注意风险防控。虽然
大数据运用仍面临以上诸多问题，但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可以通过以下措

施做到扬长避短，最大程度上发挥大
数据运用的功效。

一是整合数据信息，完善数据
库。建立独立、全面的数据和信息收
集、存储、分析系统，建立精简使用的
数据指标，在海量的数据信息里收集
少而极具代表性的数据，形成检察机
关的数据库资源，为检察机关案件的
办理提供借鉴，并通过技术手段使得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检察机关办理
的案件中的瑕疵进行提醒和规制，提
升检察机关案件办理和执法的综合能
力，提升检察官整体办案水平，推进检
务工作信息化、智能化。同时，深度融
合各类数据平台，特别是注重积极推
动政法单位数据平台之间的互联互
通，实现信息共享共用，共同形成促进
司法公正、提升司法效率的强大合力
和良性互动，进一步实现检察机关信
息化转型升级。

二是强化专业人才培养。加大数
据应用能力培训力度，提升干警大数
据应用能力，做到面对大数据应用设
备，普通干警人人会用，优秀干警各有
所长，最大程度上实现大数据充分运
用。同时，整合统计、控申举报、技术
等部门职能，形成数据信息采集、储
存、分析的系统化管理；强化内设机构
设置，设立数据、信息和情报部门；招
录专业技术人才充实检察队伍，选派
青年干警参加技术培训，加大对复合
型检察技术专业人才的培养。

三是切实做好对当事人个人信息
和隐私的保护。在大数据应用的背景
下，结合国家网络安全法和检察机关办
案具体情况，制定检察机关内部使用的
《当事人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规定》，采
取严格的审批制度和审核制度，对当事
人个人信息的采集、录入、存储、删除、销
毁等阶段，通过严格的内部规定和程序

来约束，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和被侵
犯。对于不遵守规定者，加大处罚力度，
明确责任追究人和相应的处罚措施。
同时，加强对干警培训，强调个人信息保
护的重要性和个人隐私泄露的危害，从
思想程度上提高干警保护个人信息安
全的主观认识程度，重视工作中的每个
环节，意识到个人信息和隐私的保护对
案件相关人员的重要性。

四是完善电子检务公开。完善
检察机关检务公开制度，确立统一的
全国检察机关检务公开标准，并保留
适当的弹性，允许各地区可根据自身
特点和优势进行完善，实现更全面、更
深层次的检务公开。完善电子检务公
开平台建设，不断加大在门户网站、检
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新媒体平台上
的检务公开力度，保持案件信息的实
时发布与更新，对于民众的质疑及时
回应，不给造谣、传谣者留有空间，真
正满足社会公众对检务公开的期望，
实现检务公开和检务监督的良性互
动，维护检察机关公正权威的形象。

（滑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陈敏）

浅析检察工作中的大数据运用

本报讯（记者 宋敏）6月 15日，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
悉，该厅与省委组织部、省编办联合
发布公告，启动全省 2017年高校毕
业生“三支一扶”计划，今年全省计划
招募800名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

“三支一扶”，是指大学生在毕业
后到基层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扶
贫等工作，服务期2年。

今年我省计划招募的800名“三
支一扶”服务人员中，包括支教 169
名、支农 122 名、支医 147 名、扶贫
162名、水利 42名、社会保障基层服
务158名。招募对象为2017年应届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含专科生、
本科生和研究生）、择业期内（2015
年、2016年）离校未就业普通高校毕

业生。服务期限为 2017年 9月 1日
至2019年8月31日。

今年全省“三支一扶”报名以现
场报名为主，郑州、洛阳、焦作等部分
省辖市实行网上报名。全省统一报
名时间为：6月 22日至 24日，每天 8
时至 12时及 14时至 18时。考试分
笔试和面试两个环节，全省7月15日
统一笔试，8月12日统一面试。

新招募的“三支一扶”人员，服务
期内工作生活补贴标准为专科生不
低于1750元/月、本科生不低于1850
元/月、研究生不低于 1950 元/月。
同时，按照每人2000元标准，给予每
名新招募且在岗服务满 6个月以上
的“三支一扶”人员一次性安家费补
贴。③6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田宜龙
通讯员 赵梅香）记者从洛阳市工商
局获悉，截至6月12日下午4:30，国
家工商总局洛阳商标受理窗口已受
理商标注册申请 1038件，商标受理
数量位列全国同批窗口第6位。

据了解，商标注册及相关业务
是行政确认事项，属于中央事权。
长期以来，全国各地的企业要为自
己的产品注册商标，只能选择派人
去北京，向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提
出申请，或通过商标事务中介机构，
付费委托其代为注册。自去年以
来，国家工商总局大力推进商标注
册便利化改革，在全国设立地方商
标受理窗口，代为工商总局商标局接

收、传送该地及周边地区的商标注册
申请相关材料。洛阳抓住机遇、积极
申报，成为全国首批商标受理窗口城
市。去年11月1日，国家工商总局商
标局洛阳商标受理窗口启动以来，窗
口商标受理业务量保持稳步增长态
势，窗口服务区域协调发展的关注度
逐步提高，引来众多企业点赞。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近日发文，
正式批复在河南省设立开封、驻马店
两处商标受理窗口，以拓展商标申请
渠道。截至目前，全国商标受理窗口
达76家，河南有3家。我省商标受理
窗口的不断增加，将为企业申请注册
商标带来便利，对全省实施商标品牌
战略起到推动作用。③5

本报讯（记者 杨凌）6月 14日，
记者从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获悉，经国家质检总局专门批复河南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确定支持出入境
检验检疫信用管理 AA 级企业——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先行先
试原产地证书“信用签证”，近日将在
宇通公司正式启动试点工作。

作为“郑州制造”的典型代表，自
2015年至今，宇通公司共申办各种
原产地证书605份，货物金额11.7亿
元人民币，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原
产地签证这一项措施为企业减免进

口国关税4000多万元人民币。据了
解，实施原产地证书“信用签证”管
理，对于提高自由贸易协定利用率和
便利性，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减轻
企业负担，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都具
有重要意义。

下一步，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将建立有效的产品原产地溯源机制，
全面提升原产地签证工作的服务和
把关能力，做好试点工作，积极争取
国家质检总局将该项改革举措复制、
推广至郑州乃至我省更多的出入境
检验检疫信用管理AA级企业。③5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6 月 15
日，是上级批复的出山店水库完成今
年汛前任务的期限。记者15日从出
山店水库建管局了解到，今年汛前目
标已提前超额完成，为安全度汛及
年度目标的实现打下了坚实基础。

出山店水库是唯一一座在淮河
干流上修建的大(Ⅰ)型水库，列入国
务院部署的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也
是我省单体投资最大的水利工程，将
对淮河安澜发挥重大作用。

主体工程2015年8月16日开建
以来，受施工准备、截流以及主汛期
混凝土坝段不能施工等因素影响，加
之信阳雨天较多，有效施工时间仅有
14个月，施工强度大、建设任务重。

“通过超前谋划、科学部署，我们不断

优化施工方案，确保了工程保质保量
顺利推进。”出山店水库建管局局长祝
云宪说。

出山店水库大坝全长近 3.7 公
里，其中混凝土坝段长 400多米，其
余为土坝。按照水利部批复的控制
性节点目标，今年汛前出山店水库混
凝土坝段需浇筑至高程 86米、土坝
段填筑至高程 87米，才能保证汛期
淮河安全过流。

截至5月底，出山店水库土坝段
全线高程达 90米以上，混凝土坝段
平均浇筑至高程 90米，用不到二分
之一的工期完成了 75%的投资额，6
月 2 日，顺利通过了淮河水利委员
会、省水利厅联合组织的混凝土坝段
水下工程阶段验收。③6

□本报记者 李若凡
本报通讯员 吴改红

六月的石榴花开得红红火火，远
远望去，就像是一片绚丽的晚霞。6月
13日，36岁的李彩霞站在自家的石榴
庄园里，看着枝繁叶茂、已经挂果的石
榴树，不禁露出欣慰的笑容。

几年前，这块位于汝州市焦村镇
的土地还是一片“不毛之地”，方圆几
十里唯一的水源只有一口村民赖以生
活的水井，在这样的土地上栽种石榴
对当地人来说无疑是“天方夜谭”。而
今，在李彩霞的精心打理下，这片1000
多亩的荒山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石
榴花果山”农业生态园。

“在外打拼的这些年，我也攒下了
一些积蓄，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
可每次回到老家，看到有些老乡还在
熬穷日子，心里很不是滋味。”说起回

乡创业的初衷，李彩霞的眼睛有些湿
润。

“我丈夫从事的就是生态农业，有
经验。我们弄了一些土壤样本捎到北
京让专家检测，检测结果证明这里的
土质十分适合种植软籽石榴！”

这让李彩霞更加坚定了回乡创业
的信心。2011年，李彩霞和丈夫戴凯
华一起返乡创业，在乡亲和朋友们都
不看好的情况下押上全部家当，开荒
打井种下30多万株石榴树，办起了汝
州市士博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从
事突尼斯软籽石榴、黑珍珠无籽葡萄
的有机种植以及生态绵羊、散养大雁、
林下柴鸡的生态养殖。

“在这干活儿挺轻松的，离家也
近，一点也不耽搁我照料孩子和我
妈。”正在给石榴掏花丝防虫害的丁红
利高兴地说。

家住焦村镇水沟村的丁红利是村

子里的贫困户，母亲患有精神病，两个
孩子刚上幼儿园，以前靠丈夫出去打
点零工，生活没少作难。

“我在彩霞这边干活儿，每天都有
六七十块的收入呢！”谈到现在这份工
作，丁红利很是知足。

目前，李彩霞的“花果山”通过土
地流转、置换规整等方法，以每年500
元一亩的价格将197户农户手中的近
千亩地用作石榴种植，其中贫困户有
80余户，平时用的工人也大都是水沟
村、杜村等几个贫困村的村民，极大地
带动了周边的村民致富。

“别人都说这种连庄稼都不长的
石头地，100多块钱一亩流转都没人

要，我给的是500元一亩，绝不能让乡
亲们吃亏！”李彩霞动情地说。

近年来，汝州市突出精准定位、精
准承接、精准施策、精准融入，通过整
合创业资源，完善扶持政策，优化创业
环境，大力实施“能人回归”工程，先后
吸引了 1.2万名汝州籍在外务工人员
回乡发展，累计开发各类就业岗位4.5
万个，让1260名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
业，稳定脱贫也有了可靠保障。

“明年，我们的花果山将是一个集
采摘、游玩、民宿体验为一体的休闲乐
园，能带动更多的乡亲们致富！”谈到
未来的打算，这个朴实的“石榴姑娘”
信心满满。③5

本报讯（记者 陈辉）推动智能化改
造是今年转型发展攻坚战的重点。记
者6月15日从省工信委了解到，今年我
省将加大对机器人示范应用的支持，推
进劳动密集型行业及危险作业领域机
器人示范应用，支持范围扩大到 200
家企业，规模化应用将超过2000台。

“机器换人”是加快制造业智能化
改造的重要手段。去年，我省开展了
机器人产业示范应用“十百千”工程，
全年累计有120余家企业示范应用了
1100余台机器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
率和产品质量的稳定性。2017年，我
省将在机械、汽车等 10个重点行业，

10个装备制造特色产业园区的200余
家重点企业示范应用 2000台以上机
器人产品；培育一批自主品牌机器人
产品，力争全行业实现销售收入50亿
元左右，同比增长150%以上。

按照省工信委公布的专项行动方
案，今年重点在机械、汽车等离散制造
领域进行焊接机器人试点示范；在机

械、汽车、家电、智能终端等离散制造
领域进行上下料机器人试点示范；在
水泥、粮食、制砖、废料装车等物流运
输领域推广使用自动装车机器人进行
操作；在消防、危化行业、易燃易爆品
生产加工存储行业、高层住宅小区、商
场、加油站等领域推广消防机器人；在
煤炭开采领域全面推广防爆巡检机器

人；在建筑领域推广使用建筑墙体喷
注机器人。

为加大对机器人产业重点项目的
支持力度，将统筹利用省级技术创新
和产业发展政策，帮助机器人生产企
业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
加速折旧、重大技术装备进口关键零
部件进口税收优惠、首台（套）重大技
术装备保险补偿等优惠政策；争取国
家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专项、智能制
造专项、工业强基专项等政策支持。
对实施“机器换人”示范项目，省财政
按照整机购置或租赁费给予一定比例
补贴。③3

我省启动2017年“三支一扶”计划
招募800名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

洛阳商标受理窗口受理申请超千件

出山店水库全力以赴保进度

今年汛前目标超额完成

宇通获原产地证书“信用签证”

“石榴姑娘”和她的“花果山”

返乡下乡创业 助力脱贫攻坚

我省加大机器人示范应用支持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影报道

6月 15日，风靡欧洲的“飞越丛林”冒险乐园在原阳县建
成投入使用。该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是一项在树上进行的
户外探险项目，集冒险、运动、娱乐、挑战于一体。开园当天，就
吸引了大批游客来此探险。⑨6

图① 高空走扁带
图② 高空过桥
图③ 过网道

飞越丛林
体验冒险

①①

③③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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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扩大到200家企业 应用将超过2000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