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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一级英模李忠贵
李忠贵生于1956年，云南省文山

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人，中共党员，
壮族。1972年从富宁县卫生培训班毕
业后，李忠贵到郎恒乡卫生所当医生。

1977年，李忠贵应征入伍，在部队
里发挥所长担任卫生员。1978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后被任命为排长并被选送
到大连陆军学校深造。毕业后，被分配
到黑龙江边防六团的他一待就是7年。

1987年 12月，李忠贵转业回到
富宁县，成为县城区派出所一名民警，
强烈的责任感使李忠贵总是尽最大努
力去遏制违法犯罪。当时，有一名男
子私藏自制火药枪，并携带凶器经常
在车站一带抢劫、扒窃，过往群众惶惶
不安。李忠贵只身一人蹲守了三天三
夜，终于将该男子抓获归案。

1991年 6月 12日晚，有4个歹徒
在城区新华镇一家旅社实施抢劫后逃
跑。派出所接到报案后迅速出击，抓
获了其中一人赵某某，他供出了其他
人的姓名和住址后，富宁县公安局抽
调民警分三组实施抓捕。13日凌晨1
时，李忠贵和战友们押着赵某某前往
歹徒“老飞”的住地。敲开其家门后，

民警们借着昏暗的手电筒光发现此人
是一名连续三次被判有期徒刑的抢劫
惯犯。因“老飞”家中还有其哥嫂和孩
子们，为避免伤及无辜，民警决定设法
将其引出家中。“老飞”被诱出门外后，
民警打开手电筒直射在其面部，一名
民警上前搜身时，“老飞”突然把举着
的双手放下并迅速伸进裤子口袋。这
名民警察觉不对并大喊“他有手榴弹，
按住他！”电光火石间，李忠贵闪电般
扑向歹徒，紧紧按住歹徒的手并用自
己的身躯挡住了身后战友。一声巨响
后，李忠贵壮烈牺牲。

1991年 10月，李忠贵被公安部
追授一级英雄模范称号，被云南省人
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李忠贵牺牲时，儿子李国斌只有
10岁，女儿只有 6岁。如今，李国斌
和他父亲一样在基层派出所工作，并
成长为副所长。“虽然我只是一名普
通警察，做的工作不像父亲那么惊心
动魄，但也和父亲一样，为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宁一直努
力坚守着、默默奉献着。”李国斌说。
父亲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他前进。

张鼎全，陕西省淳化县人，1953
年生，1969年入伍，1971年入党，历
任驾驶员、参谋、副科长、科长等职。
他在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工作 20多
年，近百次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
拉山，数十次遭遇暴风雪等险情，多次
出色地完成了运送进藏物资任务。

在机关工作 13 年，张鼎全参与
指挥调度汽车近 10万台（次），调运
进藏物资近百万吨；起草、修改文件
上百万字，他组织编写的《青藏线运
输工作手册》，提高了高原运输效益，
把叫响全军的汽车部队正规化建设
成果留在了青藏线。在身患癌症，长
期受疼痛折磨的情况下，他仍以惊人
的毅力与病魔抗争，夜以继日地工
作。

他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从不因
私事动用一次公车，从不乱花公家一
分钱，始终保持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
的高尚情操。他以顽强的意志，克服
病痛，坚持业余文学创作，热情讴歌
青藏线官兵，先后发表了以长篇小说
《雪祭唐古拉》为代表的 40余篇文学
作品。

1990年 5月，部队奉命执行运输
任务。他不顾大家劝阻，强忍疼痛参
与任务，多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
1991年 7月 5日，张鼎全因患肺癌医
治无效，不幸病逝，年仅38岁。

1991年他被青海省委、省政府、
省军区树为“双学”标兵。1991年 5
月，中央军委授予他“青藏高原模范
干部”荣誉称号。后当选“新中国成
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
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张鼎全同志事迹经媒体广泛宣
传后，在军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
全军掀起了“学习英模、崇尚英模、争
当英模”的热潮。

“正是因为有像张鼎全同志这样
的一代代官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在世界屋脊上战天斗地、艰苦创业，
才开创出青藏高原模范兵站部转型
发展新局面。”青藏兵站部政委田林
说，该部官兵以张鼎全同志为榜样，
自觉践行“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
特别能战斗”的“三个特别”革命精
神，扎根高原，赤诚奉献，在风雪青藏
线上忠实履行高原军人的神圣职责。

符永友，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
县人，1971 年 5 月出生，1990 年 12
月入伍，是原广东公安边防总队第
七支队四大队二十中队战士。

1992 年 1 月 8 日 19 时，二十中
队战士符永友和许建华按时来到
特区管理线一个耕作口哨所巡逻
警戒。他们看见不远处有 4 个人
从树林里蹦了出来，鬼鬼祟祟地向
铁丝围栏靠近。符永友和许建华
立即机警地躲在距铁丝围栏 15 米
的树下隐蔽起来，伺机出击。不一
会儿，那 4 人中间的两个人向上一
蹿爬过了铁丝围栏，符永友和许建
华 一 跃 而 上 各 擒 住 了 一 名 歹 徒 。
铁丝围栏外的两个人一看同伙被
抓，便狡猾地躲藏起来伺机行动。
符永友对许建华说：“你先把这两
名歹徒押送回去，我留下来看守。”
许建华刚走不久，一名不法分子见

有机可乘，便翻过铁丝围栏闯进特
区。埋伏在一旁的符永友扑了上
去，歹徒拼命奔跑，符永友紧追不
舍，追出 20 米开外，在过一条杂草
丛生的旱水沟时，符永友猛扑上去
紧紧抱住歹徒。在搏斗中，凶残的
歹徒急红了双眼，拔出了身上携带
的自制手枪，转身向符永友头部扣
动了扳机……

当战友们第二天凌晨 5 时找到
符永友时，他已流尽了最后一滴鲜
血。1992 年 1 月，公安部为符永友
追记一等功，广东省委追认其为中
国共产党员，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
其为烈士，深圳市政府授予符永友

“特区忠诚卫士”称号。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深圳已从

昔日一个边陲小镇崛起为一座现代
化大城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
化和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

高文亮，汉族，生于 1963 年，云
南省砚山县人，共产党员。1979 年
初中毕业后，高文亮主动报名参军，
在军队因表现优秀被任命为副班长，
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82年10月，高文亮退伍后成为
砚山县公安局一名民警。入警2个月
后，高文亮被分配到平远公安分局工
作，一待就是7年。7年里，他恪尽职
守、兢兢业业。1989年，因工作需要，
高文亮被调到县公安局缉毒队工作，
先后参与侦破各类贩毒案件140起；抓
获毒品犯罪分子 193人；缴获海洛因
33829.6克，鸦片31968.1克，各类枪支
15支、子弹69发，毒资404565元。由于
工作出色，高文亮多次受到上级嘉奖。
1990年6月，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92年8月，砚山警方按上级要求
在平远地区开展“严打”，高文亮被分配
到抓捕19号死刑在逃犯马慈林的小分
队。8月31日凌晨，高文亮和战友们开
始对马慈林实行抓捕，他们靠近其住宅
后交替掩护进入前院。高文亮和战友
们到达正房两侧时，正房大门突然被打
开，马慈林老婆发现是公安民警后，称

马慈林不在并迅速反锁大门。民警随
即用话筒宣传政策半小时，她才不得不
开门带民警搜查，但从一楼到楼顶都不
见马慈林的踪影。民警撤回一楼时，情
况突变！屋内突然响起枪声，一民警被
击中脚部往后翻滚，高文亮迅速占据有
利地形，用火力压制罪犯，掩护其他民
警上前将其救下。双方枪战中，马慈林
开始在屋内纵火，高文亮因隐蔽处起火
向外撤离时，被对方持冲锋枪射击，喉
部、腰部多处中弹，壮烈牺牲。

1992年 11月，公安部追授高文
亮一级英雄模范称号，中共云南省委
追授他为优秀共产党员，云南省人民
政府批准他为革命烈士。

高文亮牺牲时，独子高继春只有
4岁。高中毕业时，高继春继承父亲
的遗志，报考了云南警官学院。2009
年毕业后他通过了公务员考试，和父
亲一样进入了砚山县公安局，如今是
一名派出所教导员。“我和父亲一样，
努力用自己所有的力量维护公平正
义、维护社会稳定。”他说，等女儿长
大，自己会把父亲的故事告诉她，把
父亲的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孙瑞林，1960 年出生于江苏邗
江，1979年在江苏省公安学校学习，
1981年参加公安工作，1989年 11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江苏省邗江县
公安局刑警队民警、分队长、副队长。

1992年7月11日下午，孙瑞林接到
市局刑警大队通报，镇江市丹徒县公安
局发现一个与邗江县（现为邗江区）新坝
乡1991年发生的一起重大盗窃案件有
关的线索：中国化工部蓝星化学清洗集
团镇江有限公司给欠款单位丹徒县（现
为丹徒区）一工厂的24张价值2.8万余
元的银行存单，正是1991年5月29日邗
江新坝气阀厂职工朱某家中被盗后挂失
的银行存单中的一部分，蓝星公司总经
理王斌有重大作案嫌疑。孙瑞林立即组
织5名干警驱车赶往镇江市，与丹徒县公
安局刑警队相互通报案情、研究审讯计
划后，决定当即依法传讯审查王斌。

王斌拒不交代存单来源，审讯工
作没有进展。孙瑞林等干警连夜奔
赴王斌所在公司进行搜查。搜查过
程中，王斌故意拖延时间，妄图蒙混
过关。干警们最终从保险柜内搜出
存单，正是王斌与另一罪犯在邗江新

坝朱某家中盗窃的部分存单。
王斌见罪行败露，突然从墙边拎起

一只装满5公斤氢氟酸的塑料桶，向干
警们泼来。为制止罪犯，保护战友，孙
瑞林毫不犹豫扑向罪犯，不幸被氢氟酸
泼中。他强忍疼痛，与罪犯展开搏斗，
使尽全身力气打落罪犯手中的塑料桶。

王斌趁机又拎起第二桶氢氟酸，
妄图以泼洒氢氟酸开路、夺门逃走，被
干警死死堵住。为了同志们的安危，
孙瑞林一边与犯罪分子争夺塑料桶，
一边高声呼喊：“撤出办公室，封住楼
道口。”此时孙瑞林的脸部皮肤大部分
被烧焦，颈部、胸前也呈重度烧伤，当
他最后一个撤到门口时还用微弱的声
音说：“罪犯还在里面，把住门，不要让
他跑掉。”退至楼梯口时，孙瑞林强忍
剧痛，抓起散落在地上的罪证。

送至医院后，生命垂危的孙瑞林
仍惦念着战友们，询问了战友的伤
势，并关心罪犯是否被抓获。7月 12
日凌晨，孙瑞林因呼吸道中毒严重，
面部严重灼伤，抢救无效，以身殉
职。1992年 9月 9日，公安部追授孙
瑞林同志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苏太德，生于 1955 年，汉族，云
南省马关县人。1974 年，苏太德入
伍从军，1979 年退伍后到马关县公
安局工作。在部队养成的坚决执行
命令的习惯，让他总是把工作做得一
丝不苟、无可挑剔。1983年 3月，投
资较大的马关县白糖厂破土动工，县
里高度重视，苏太德被公安局指派负
责工地的保卫工作。他背着行李一
头扎进工地，一晃两年过去了，这里
没发生过一起案件和事故。1988年
12月，在一起枪支被盗案中，苏太德
和同事经过缜密侦查找到了被盗手
枪。有人劝他“枪找到就行了”，他却
主动要求蹲守抓人，最终和战友们在
设伏 7 个昼夜后成功抓获了嫌犯。
从警以后，他共办理刑事案件 100余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00余名。

1992年 8月，按上级要求，警方
在砚山县平远地区开展“严打”斗
争。8月 29日，苏太德接到前往平远
地区的命令，他简单打点行装后告诉
妻子要去出差，就赶到了当地待命。
这次行动很重要，有数千名武警和警
察参加。防弹衣和钢盔不够了，正在

领取防弹衣的苏太德主动推让说：我
当过兵，有经验，这些装备还是留给
年轻同志用吧！

8月 31日凌晨 6时许，苏太德和
战友们开始了对罪犯马某某的抓捕行
动。此人穷凶极恶，被判死刑后越狱
逃跑，还进行武装贩毒，其家中有夹
墙、暗道等防御性设施，情况复杂。苏
太德等人迅速包围了马某某家，并开
始搜查房间寻找罪犯。此时，一排子
弹突然射来，一名战友中弹受伤。苏
太德见状果断开枪还击，压制凶犯火
力，掩护其他同志抢救受伤战友。战
斗持续了20多分钟，另一名战友也不
幸中弹牺牲。眼看对方有冲锋枪等火
力，强攻不下，苏太德和战友绕到后院
寻找有利位置对罪犯射击，子弹打完
了，他就投掷手榴弹来掩护战友，却暴
露了自己的位置，最终不幸被一颗子
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

苏太德牺牲时，两个女儿一个 8
岁多，一个6岁多。从那时候起，姐妹
俩产生了难解的“警察情结”。如今，
姐妹俩都从云南警官学院毕业从警，
并都嫁给了警察，组成了双警家庭。

肖立斌，原武汉市公安局行动技
术处防暴队民警、副队长。1963 年
生，河北省昌黎县人，汉族，1983 年
在武汉市警官学校学习，1985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1985 年参加公安工
作。入警7年间，共参加办案118起，
其中破获重大案件 102起，抓获各类
刑事犯罪分子221名。

1992年 10月，武汉市公安局对
一个黑社会性质特大杀人、抢劫、盗
窃、贩毒犯罪集团实施追捕。这个犯
罪集团以刘雄才为首，由刑满释放人
员、解除劳教人员组成。当地公安机
关成立专案组，多警种出击，先后捕
获陈宇飞等 5名犯罪成员，但狡猾的
头目刘雄才却没了踪影。

10月11日，专案组掌握到刘雄才
活动线索。接到指令后，防暴队副队长
肖立斌带领6名民警展开包抄。当搜索
至武昌车辆厂综合商店附近时，肖立斌
等人发现了站在商店门口的刘雄才。
正当肖立斌和民警迅速贴近、准备抓捕

时，嫌犯已有察觉，转身溜进商店，企图
混入人群逃跑。肖立斌与民警谢明立
即拔枪紧追，民警韩枫在外警戒策应。

当两人追至距嫌犯约 2 米距离
时，刘雄才突然转身，朝谢明连开两
枪。中弹倒地的谢明忍着剧痛强撑
身体，仰面举枪还击，击中刘雄才下
颚。肖立斌疾步上前，果断向刘雄才
射击，不料枪却突然卡壳。

为保周围群众生命安全，肖立斌
奋不顾身扑向持枪歹徒，将其双臂牢
牢箍住。凶残的嫌犯转动手腕又连
开两枪，肖立斌的左臂和胸膛不幸被
击穿，血流如注。在身负重伤的情况
下，肖立斌拼尽全身力气将刘雄才扑
倒，死死抱住不放。此时，商店外的
韩枫听到枪声冲进店内，与其他闻讯
赶到的民警一起将刘雄才生擒。现
场的 30 余名群众无一伤亡。肖立
斌、谢明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

1992年 11月，肖立斌被公安部
追授“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梅开春，1974 年出生在江西省
九江市彭泽县，1991年底应征入伍，
成为武警广东省边防总队第五支队
机动中队的一名战士。

1992年10月17日凌晨，梅开春在
珠海市与澳门接壤的边防线上执勤。
他巡逻到距离关闸口约800米处，突然
发现三四个黑影鬼鬼祟祟地从对面澳
门处涉入已退潮的鸭涌河，迅速向我方
铁丝围栏靠拢，这些歹徒从澳门打劫
130多万元港币后准备潜回内地。

梅开春见 4个歹徒靠近，大喝一
声“站住！”随即向天空开了一枪，对歹
徒进行警告。这突然而来的喝声和枪
声震住了歹徒。梅开春当即叫他们从
铁丝围栏外爬过来，并喝令他们举起
双手，然后进行盘问。见只有梅开春
一个人，其中一名歹徒拿出一叠 1万
元的港币丢在地上，说：“拿去饮茶，放
了我们吧！”梅开春严词拒绝：“不行！
跟我老老实实到中队去交代！”

歹徒又把一叠1万元港币丢到梅

开春面前，并指着另一个鼓鼓的钱包
说：“如果放了我们，再加10万元。”

梅开春见状，向歹徒们喝道：“休
想！你再多的钱也买不通我！”他喝
令歹徒站起来，准备把他们押回中
队。走了 20余米，走在最后面的一
名歹徒突然蹿上前来，双手抱住梅开
春，并对另外三个同伙说：“打死他！”

另外三名歹徒扑上来猛力将梅开
春往地下按去，梅开春拼命抵抗。这
时歹徒们抱住梅开春的双脚，把他按
倒在地，其中一名持枪歹徒掏出手枪
对准梅开春的胸膛。梅开春说：“你们
就是打死我，我也决不放你们走！”持
枪歹徒即对准梅开春开了一枪。当其
他哨位的哨兵闻讯赶到时，凶犯已逃
跑得无影无踪。年仅18岁、入伍不到
一年的梅开春英勇牺牲了。

梅开春牺牲后，公安部授予其
“守边英雄”荣誉称号，广东省委、省
人民政府追认梅开春为中国共产党
党员和革命烈士。

杨启泉，生于 1956年，佛山三水
县大塘镇人。1975 年，杨启泉参加
大塘镇社教工作队，并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应征入伍。1985年 12月，杨
启泉转业到城区公安分局当民警。
所管辖的红强居委会是永安派出所
辖区最大的居委会，地处城乡接合
部，有城镇居民、水上居民、乡村居
民，治安情况复杂。他经常深入街道
了解、熟悉辖区情况，有时因其他工
作白天没去责任区，晚上抽时间也要
到居民家中嘘寒问暖、了解情况。该
地段的社会治安大大好转。

1989年 9月，杨启泉担任永安派
出所副所长，经常到居民中了解情况，
晚上还四处巡查。1992年 9月，辖区
内一工厂发生一起特大案。当时他正
患有严重的胃痛，为能及时侦破案件，
他强忍着病痛，和同事们四赴清远、广
州，终于将案件破获，为工厂挽回 10
万元经济损失。1992年 9月的一天
中午，杨启泉在下班回家途中，发现一
阿婆被单车撞断了脚，他立刻送阿婆
到医院，自己掏钱为阿婆办理入院手
续，待一切手续办妥，安顿好老人后，

才悄悄离开。同年，杨启泉父亲患病，
姐姐又扭伤了，他没有时间照顾，也没
有告诉组织。年内干部休假，他一天
也没有休过。牺牲后，在他抽屉里发
现12张补休单，他却一张也没用过。

1992年 12月 7日 18时，杨启泉
下班途经天成街，见一名男青年手提
公文包和尼龙袋，形迹可疑，便上前表
明身份对其进行检查。该男青年欲夺
路逃跑，被杨启泉拽住，男青年随即拔
出手枪连开两枪，击中杨启泉头部，他
捂着伤口，忍痛抱住歹徒，又被歹徒连
开6枪击中头部和心脏。杨启泉仍以
惊人的毅力追出30多米将歹徒扑倒，
由于体力不支而无法阻挡歹徒逃脱，
路面上留下了30多米长的血迹，最后
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年仅36岁。

1992年 12月，杨启泉被佛山市
委、市政府授予“人民卫士”光荣称
号，被广东省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1993年 2月，杨启泉被追授“全国公
安战线一级英雄模范”称号。他用自
己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实践了一个共
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
誓言，用生命谱写了一曲英雄赞歌。

“青藏高原模范干部”张鼎全

特区忠诚卫士符永友

铁血战士高文亮 舍生忘死的孙瑞林 临危不惧的苏太德

“英模”肖立斌 “守边英雄”梅开春

经济建设的保护神杨启泉

（均据新华社）

近日，镇平县供电公司所属12个
乡（镇）供电所，按照该县大气污染防
治指挥部要求，对其供电区内的镇平
县恒盛砖厂等 20家企业采取停电措
施，现场拆除10千伏供电线路和变压
器高压跌落保险。这是该公司密切配
合政府部门治理污染企业，呵护碧水
蓝天的一个场景。

据悉，今年8月以来，镇平县大气
污染防治指挥部加大对县域污染企业
的排查治理力度，对不能按期整改的
污染企业，综合施策，予以关停。镇平
县供电公司及时跟进，加强协同，对该
县大气污染防治指挥部下文要求停电
的企业，逐一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安排
污染企业所在辖区的供电所，提前与

被停电企业沟通，争取其理解、配合，
在规定的时间内停止电力供应，做到
有停电通知、有停电记录、有停电现场
照片。对专用变用户，拆除其供电线
路、变压器高压跌落保险和电表低压
出线，并对计量箱加封，通过电能采集
系统每天实时监控其用电数据，防止被
停电企业私自接电，恢复生产。（李中）

近期，平顶山叶县县委巡察村（社
区）第四组按照“六必访”工作要求，在
刁庄村对五保户开展逐户走访，巡察组
接到 60多岁孤寡老人吴宗周的诉求：
2017年危房改造的时候，原任支部书
记劝说他将其居住的危房拆了重建，并
安排他暂住在其他村民家，考虑他的特
殊情况，承诺除给他1000块钱的拆旧
款外，多给予1000块钱生活补助。后

期，原任支部书记卸任后外出打工，老
人危房改造的事情就搁置了下来。“群
众利益无小事，一定要帮助老人把住房
问题解决好了，不要寒了群众的心。”巡
察组组长王红旗要求推动问题立行立
改。经巡察组、村委干部等多方努力，
用实际行动化解矛盾、开导帮助老人，
为老人兑现了拆旧款，并特批了 2000
元临时救助生活费。“吴大爷，安置房空

调也装好了，我们来接你搬新家了。”
12月 10日，叶县巡察村（社区）第四组
的工作人员和村委干部一起将吴宗周
老人搬到了村里的安置房中居住。老
人一个劲儿地对组长王红旗表达谢意，
说着还抹起了眼泪，让在场的人都为之
动容。王红旗说：“群众满意就是我们
每天工作的动力，激励我们在巡察为民
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秦文佳）

叶县“走心式”巡察为群众排忧解难

镇平县供电公司：政企携手治污 呵护碧水蓝天

检委会审议案件制度是当前我国法
律领域建设过程中一项符合国情发展的
重要检察制度，其对于我国司法制度的建
设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
如何紧贴当前信息化发展形势，推进司法
责任制基础上的检委会信息化建设工作，
是检委会在具体发展过程中必须慎重思
考的一项长远内容。笔者以基层检委会为
例，针对基层检委会在信息化建设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与改进的策略进行综合分析。

基层检委会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一是案件承办人的主观影响问题。
当前我国基层检委会委员获取案件信息
的主要途径是案件承办人本身的汇报内
容，因此案件承办人的汇报必然会对案
件信息产生相应的影响。二是检委会委
员案情熟悉程度的问题。检委会审议的
案件多为有争议的案件，如果案件信息
获取的不够全面、及时的话，会存在审议
案件时无法全面、准确地作出分析判断，

因此可能会对案件的整体办理效果造成
不利影响。三是检委会委员的法规熟悉
问题。基层检委会在具体的案件办理过
程中必然涉及大量的法律法规与司法解
释，就基层检委会委员的实际工作量来
看，很容易出现不了解政策法规的现
象。四是检委会委员的缺席问题。当前
我国范围内基层检委会委员在召开检委
会会议时经常出现缺席的问题，由此导
致会议上讨论的案件得不到集体的想
法，对案件的审议质量造成不利影响。

基层检委会信息化建设的改进策
略。一是规范基层检委会会议记录。建
议在召开基层检委会会议审议案件的过
程中使用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进行记录，以
此有效利用信息化设备对案件的整体处
理情况进行有效收录，也可以通过录像视
频进行后续学习，有效避免案件处理错误
的问题发生。二是提升委员案件了解的
程度。建议案件承办人向检委办提供案

件审查报告、卷宗材料等多项信息内容，
且以电子信息的形式同时发送给检委会
委员，从而通过分门别类的信息处理技
术对案件的各项信息进行整理归纳，帮助
委员更加全面、细致地掌握案件信息。三
是提升案件的整体汇报水平。案件承办
人的汇报对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着举足
轻重的影响，因此通过图像、表格等多种
方式对案件信息进行全面细致地汇报，以
此锻炼案件承办人信息分类能力的同时，
更加清楚明确地向委员展示各项案件信
息，对提升案件处理效果有积极作用。四
是提升委员的整体业务能力。基层检委
会委员可以借助当前信息化技术的发
展，通过网络技术召开网络会议、交流小
组、学习活动等，集体分享其对政策法
规的理解，分享不同委员对于疑难案件
的法律适用看法，拓宽基层委员的学习
范围，才能有效提升基层检委会的信息
化技术应用能力。 （李新祯 刘莹）

浅议基层检察院检委会的信息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