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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乡县检察院创立“捕诉监防帮”一体化工作模式，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水平——

让“迷途之子”摆脱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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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地农民的权利之十一

要求公告权和拒绝办理补偿、安置手续权

推出移动检务系统鹤山区
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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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长手记
□孙保平

三级联动防控
杜绝职务犯罪

初生男婴医院被偷
淅川警方追踪解救

运用社会力量
化解矛盾纠纷

西
峡
县

今年以来，西峡县法院针对民事案件的
特点，结合当地民风民俗，运用社会力量化解
矛盾纠纷，取得良好效果。

为避免上诉案件和信访案件发生，让当
事人服判息诉，西峡县法院基层法庭如丹水
法庭、双龙法庭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利用辖区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村支部书记等社会的
力量参与案件的旁听和监督，建立了代表委
员、村支部书记分片座谈谈心制度，通过手机
短信、走访座谈、寄送书信等形式，实现法官
与社会群众沟通的无缝隙对接，通过社会力
量的参与，使当事人理解法院、尊重法律、信
任法官。

在运用各种社会力量调解矛盾纠纷的同
时，西峡县法院还建立判后答疑制度，通过提
高说理水平，实现双方当事人胜败皆明的法
律效果。 （王晶雅张林增）

法治论坛
□卢氏县人民检察院 张留成 发挥基层组织作用 切断社会矛盾源头
近年来，涉法涉诉上访的案件逐渐增

多，并且大部分案件都是来源于基层。究其
原因，主要是基层组织处理问题不力。笔者
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认为只有充分发挥好
基层组织的作用，才能减少涉法涉诉上访案
件的出现，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一、当前基层组织在处理矛盾纠纷方
面存在的问题

（一）有些地方基层组织瘫痪，机构不
健全，人员缺位。在一些贫困地区特别是
贫困地区的深山区，村民普遍认为村干部
没有实惠、麻烦事多，当了村干部还影响出
门打工赚钱，因此村干部的职务基本上处
于没人干的状态，村“两委”班子配不齐，有
些村甚至连村支书、村主任都没有，村里连
公章都没人管，群众办事需要盖章不知该
找谁。在这样的村，正常的工作都无法开
展，社会矛盾化解、调处更无从谈起。

（二）有些基层组织班子软弱无力，缺

乏战斗力。有些地方虽然班子机构设置齐
全，人员配备齐全，但班子软弱无力，一盘
散沙，缺乏战斗力。突出表现在村“两委”
班子成员不能放开手脚去工作，不能正视
矛盾，不敢主持公道，不敢去解决矛盾，不
能在村里树立正气，使邪气上升，长此以往
变得局面不可收拾。

（三）有些基层组织主要班子成员只关
心个人私利，不积极履行职责。有些基层
组织的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领导当村干部
的目的在于给自己捞实惠、得好处，上任之
后一味挖空心思考虑自己如何利用职务之
便捞取更大的好处，很少考虑如何为群众
谋福利，如何为群众办事，遇到村民的矛盾
纠纷很少下工夫去解决，本该就地解决、也
能够就地解决的一味地推到需要耗时耗力
的法院去解决，使许多急需得到解决的问
题不能得到解决，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

（四）有些基层组织的班子成员怕得罪
人，不敢坚持原则。有些基层组织的班子
成员特别是民调人员在处理问题时存在老
好人思想，怕得罪人挨骂，不敢坚持原则，
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对正确的不敢旗帜
鲜明地支持，对错误的不敢批评指正，使是
非不明，对错不分，长此以往使村里养成了
谁厉害、谁霸道谁就处处占上风的不良习
气，导致矛盾纠纷不断出现。

二、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将矛盾
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首先，建立健全基层组织，配齐人员，
确保工作正常开展。要配齐基层班子，确
保人员到位。对于偏远山区确实没有合
适人选的，乡政府可以调配大学生去担任
村干部，使大学生村干部确实起到作用，
确实名实相符。

其次，基层组织在选人用人上要注重

质量，要把能为群众办事、敢于坚持原则、作
风公道正派的人纳入领导班子。在许多地
方，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地方，村干部成为抢
手货，在竞选村干部甚至竞选村民小组长争
相贿选的事件比比皆是，原因在于当村干部
能够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和亲戚朋友捞到
好处。处于这样目的的村干部怎能为群众
办事？怎能履行好职责？因此，在任用村干
部时，乡政府一定要把好关，一定要把那些
一心为公、为群众办事的人选拔到领导班子
中来。在配备民调员时要注重选择那些工
作能力强、敢于坚持原则、敢于主持公道的
人，选择那些作风公道正派、无私心杂念的
人，这样才能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第三，加强对基层组织的考核工作，及
时更换不合格人员，提高基层组织人员工
作责任心。对于只专注于自己的一己之私
而对群众的事情漠不关心的村干部要及时

更换；对于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触及矛盾，
不敢主持公道，导致连鸡毛蒜皮的小事都
不愿解决、不敢解决，导致群众上访的村干
部要坚决更换；对于纵容恶势力、纵容自己
家族及亲戚侵犯他人权益的基层组织人员
要严肃处理并清除出基层组织队伍，提高
基层组织的战斗力。

第四，加强对基层组织人员的培训，提
高其工作能力和水平，为更好地处理纠纷、
化解矛盾奠定基础。基层组织的成员来自
群众，许多人文化程度不是很高，处理问题
时不是按照法律处理，而是经常按老习惯
处理，但有些老习惯本身是违反法律和公
序良俗的，如果村里的处理决定法院否决，
不但影响村里处理问题的公信力，而且易
引发新的矛盾。因此，要加强基层组织人
员特别是民调员的法律知识培训，使他们
熟知常见的民间纠纷的法律规定，为他们

正确处理纠纷奠定基础。
第五，基层组织人员要增强工作责任

心，充分发挥基层组织调处、化解社会矛盾
的作用，使矛盾纠纷就地解决，实现当地稳
定和和谐。基层群众的纠纷基本上都是诸
如宅基地纠纷、邻里纠纷、相邻权纠纷甚至
家庭纠纷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些纠纷
看似复杂，但真正深入进去并不复杂，基层
组织人员只要用心去解决、耐心去处理，没
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村干部把纠纷的
各方当事人叫到一起，各方说说各方的理
由，肯定只有一方有理，经过摆事实讲道
理，事实会越辩越明，发生纠纷的症结就会
显露出来，然后共同协商解决的办法，那么
问题就不会解决不了。事实证明，所有的
上访案件都不是很复杂解决不了的大问
题，主要原因在于基层组织推诿扯皮，不想
管、不愿管、不愿费心去管。基层组织人员
如果都能够扑下身子、不厌其烦地调查、调
处群众纠纷，就能够使矛盾纠纷就地解决，
就确实能够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
乡”，社会的和谐稳定就会指日可待。

“范阿姨，我在学校很好，祝您节日快

乐！”

“范科长，孩子近来表现不错，谢谢你的

帮助！”

前不久，内乡县检察院检察官范晓宇看

着收到的两条短信，欣慰地笑了。

去年7月，范晓宇办理了张某盗窃案，17

岁的女孩张某系一所中专学校的在校学生，

在假期学驾驶的期间，顺手拿走其他学员内

装8000元的钱包。受理案件后，范晓宇多次

深入张某家里、社区走访，并联系学校的老

师，了解到张某平时一贯表现良好，事后积极

退赃，深刻悔罪，且其家庭具备帮教条件，遂

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建议对张某作出

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在随后的回访考察中，范晓宇了解到，

张某的父母离异，她跟随母亲生活，但是母女

二人缺乏沟通，导致张某性格有些孤僻、自

卑。范晓宇一方面经常与张某通话，进行心

理辅导；另一方面，和张某的母亲约谈交流，

引导其注重与孩子的沟通。母女二人在范晓

宇的帮助下，相互打开心灵的窗户，张某从母

亲那里得到更多的关爱，更加好学上进。

张某的变化，是内乡县检察院检察官提

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内乡县检察院以新设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

科为依托，实行“捕诉监防帮”一体化工作模

式，全面承担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

犯罪预防、帮教救助等职责，大大提升了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水平。“捕诉监防帮”五位一体

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制被南阳市检察

院评为创新工作，得到省院、高检院的肯定。

建立联动帮教救助，是“五位一体”机制中

最温情、最核心的亮点，也是该院保护未成年人

权益、构筑帮教大格局最关键的环节。该院通

过附条件不起诉、签订帮教协议、定期或不定期

走访等形式，对涉案未成年人实施各种救助，以

避免对未成年人造成心灵上的创伤。去年以

来，内乡县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8件，

附条件不起诉3人，不批捕2人。

“爱心守护花季，缔造他们成长的青春

蓝天，这既是我们检察官的职责所系，也是我

们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内乡县检察院检察长

黄玉林说。 （郑潘柯王永强）

国土部《征用土地公告办法》中进一

步明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应在征收土

地公告之日起45日内在被征地集体经济

组织予以公告。

为真正使被征地农民的权利得到保

障，《征用土地公告办法》第十四条还规

定，实施征地的国土行政部门未依法进行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的，被征地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

有权依法要求公告，有权拒绝办理征地补

偿、安置手续。即被征地农民享有要求公

告和拒绝办理补偿、安置手续权，其与我们

上一篇所讲的要求公告和拒绝补偿登记权

构成了被征地农民在征地实施过程中的双

重有力保障。（冀港律师事务所闫凤翥）

李某因打架斗殴将一男子刺
死，匿名潜逃湖北11年。其间父
亲去世、儿子结婚，他都没敢回家
看一眼。他整天担惊受怕，换了
无数次工作，吃了上顿没下顿。
10月16日，李某被押解回扶沟。

2002年9月16日晚7点多，
在扶沟县城一夜市发生一起打架
斗殴事件，李某在吃夜市时与邻桌
毕某发生口角，李某用刀将毕某扎
死后潜逃。案发后，扶沟警方多次
组织警力对李某实施抓捕，李某却

潜逃他乡，一逃就是11年。
新一届局党委成立后，该局

专题部署严厉打击侵财犯罪、抓
捕逃犯的专项行动。禁毒大队民
警接到追逃任务后，对该案进行
了认真梳理，经过一个多月的摸
排，终于掌握了李某隐藏在武汉
市的确切信息。9月15日，办案
民警在武昌区协和医院将其抓
获。经审讯，李某对2002年将毕某
杀死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
李某已被刑拘。 （李龙喜）

打架斗殴刺死他人
潜逃十一年终落网

鹤壁市鹤山区检察院创新科技强检水平，转变执法办案

方式，将计算机技术与同步录音录像技术进行有机整合，成

功研发了移动检务系统。

据介绍，该系统运用网络信息技术管理案件、指挥办案，

对执法办案过程实施远程指挥监控，有效破解了司法实践中

遇到的一系列难题，实现了单兵分散作战向整体协同作战的

转变，提高了办案质量和工作效率，在侦捕诉监立体化协作、

法警看守安全监控、现场勘验、日常事务管理、后勤保障等领

域，移动检务系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杨礼生师军敏）

近日，遂平县

人民检察院组织

全县十个单位陆

续到驻马店市职

务犯罪预防教育

基地参观学习，接

受教育，筑牢拒腐

防变思想防线。

李鹏欣 摄

11月4日，西峡县法院干警在西坪镇瓦

房店村和群众交流。连日来，西峡县法院开

展了“干部进农家”活动，扑下身子“接地

气”，全心全意解民忧。 王玉信齐贺摄

今年以来，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构建多元化调解机制，

化解物业管理纠纷，促进了社区和谐稳定。截至目前，该院今

年共指导调处物业管理纠纷18件，无一矛盾激化，无上诉、上

访案件发生。

该院积极完善多元化调解机制，建立区法院与司法局下

辖调委会的联动，因案制宜地提出化解方案，并着重做好法律

释明和宣传工作，力促实现案结事了。此外，该院还为物业与

业主之间搭建沟通的平台，通过物业、业主、监管部门的平等

协商对话，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纷争。 （齐江涛郭龙泉）

今年以来，漯河市召陵区法院实行三级

调解涉农案件，有效化解了矛盾纠纷。

为妥善处理涉农案件，该院构建区、乡、村

三级调解网络，实行庭前、庭中、庭后全方位调

解，联合人民调解组织、社会法庭加大民事案

件调解力度，深入农村、走村入户、来到田间地

头，通过调解化解农民矛盾实现案结事了。对

被执行人是农民的案件，尽量促成双方当事人

达成和解协议，少用或不用拘留强制措施，以

免影响农业生产。据统计，今年1月至9月，该

院共依法审结涉农案件680件，调撤率达90%

以上，受到群众好评。 （张俊英赵琼）

三级调解网络
调处涉农案件

召
陵
区

近日，信阳市文明委检查组一行在平桥

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郑春等人的陪同下到平

桥区检察院，实地考察了该院的文明创建活

动，并给予了充分肯定。 王友余浩摄

近日，汝阳县公安局大安派出所民警发

现一名走失的精神病人，帮助其顺利返乡。

10月23日12时许，大安派出所接到报警：

一男子在金堆城玻璃厂附近的道路上拦车。民

警迅速赶到现场，见一30岁左右、行动失常、衣

衫不整的男子在道路上见车就拦，过往车辆纷

纷紧急避让。民警果断将其带离现场并对其询

问，得到的只是逻辑不清的答复。民警判定该

男子系精神病人，遂将其带回派出所。

在派出所，民警先为其准备了午饭，耐心

对其安抚并询问其身份和住址，但该男子所

答依然不清。民警拿来纸笔，让其在纸上写

下了自己的名字及家庭住址，终于确定了他

的名字叫“何某”，住址为“甘肃省兰州市西固

区福利路”。随后，民警与当地派出所取得联

系，请求帮助联系其家属。24日16时许，何

某的家人从甘肃兰州赶到汝阳接人，并对民

警表示感谢。 （申建刚柴冰冰）

精神病人走失
民警助其返乡

汝
阳
县

10月25日，新野县法院法官组成巡回

小组深入到溧河铺镇民营企业制革厂，了

解生产经营状况并提供法律帮助。图为法

官调研企业经营状况。 宋豫张平德摄

近日，在淅川县妇幼保健院发
生了感人一幕，民警将被偷走的初
生婴儿交到了婴儿父母手中。

10月25日15时20分，淅川
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接到该县局
110指挥中心指令称：该辖区淅
川县妇幼保健医院某病房一男婴
刚出生不到10小时被偷。

接报后，城镇派出所迅速展
开调查。据受害人代某反映，其
妻住院生小孩期间，曾有一名自
称姓王的女子找过他，想抱养他
的孩子并愿意支付现金，代某和
妻子不同意。获悉这一情况，民
警调取了医院监控，让人进行辨
认，一产妇认出该女子叫王某，暂
住在该县城冬青社区。民警立即
赶到冬青社区，孰料王某早已离

去。根据姓名和照片，民警查出
王某户籍地为盛湾镇，随即追至
盛湾镇其老家，仍未见其人。从
邻居口中，民警得知王某之前曾
带着一名毛堂乡姓赵的男友回来
居住过。民警遂赶至毛堂乡赵某
居住地，发现王某正在赵某家里
吃饭，屋里有婴儿啼哭，民警们一
拥而上将王某抓获，当场解救出
被拐男婴。

据犯罪嫌疑人王某供述，当
她得知代某之妻要生小孩的消息
后，便找到代某商量以2.9万元作
为补偿来收养这个孩子，遭拒后王
某顿生邪念，于10月25日凌晨趁
代某妻子熟睡之时，将孩子抱走。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杨景涛刘天坤周曼）

今年以来，南召县人民检察
院在开展建设用地容积率调整情
况专项预防调查活动中，充分发
挥县预防办职能优势，协调该县
规划、国土、住建、财政等四家单
位，成立建设用地规划执行情况
防控小组，探索出了“县预防办预
防监督、责任部门职能监督、乡镇
政府属地监督”的三级联动防控
机制，有效防范了建设用地规划
领域擅自调整容积率、先修建后
规划等职务犯罪隐患问题。

乡镇政府属地监督是第一级
防控。按照任务分工，乡镇政府
应通过主动摸排、村组干部汇报
和村民反映等方式，澄清本辖区
内的各个违规建筑或可疑建筑，
做到全部上图，建立台账，形成书
面材料，并及时上报“建设用地规
划执行情况防控小组”备案登记，
如延期不报或隐瞒不报的，追究
该乡镇主管领导的相应责任。据
统计，在乡镇上报的已建或正建
的109起违法建筑中，有23例是
在乡镇干部第一级防控中主动停
止了违法作业，职务犯罪被消除
在萌芽状态。

责任部门职能监督是第二级
防控。根据各乡镇上报违规建
筑、可疑建筑情况，建设用地规划
执行情况防控小组召开联席会
议，对其认真研判后进行分流处
置，由县规划局、住建局、国土局、
财政局等部门在职权范围内按照

《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
《房地产管理法》、《建设用地容积
率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予

以审核，进行职能监督。在第二
级防控中，规划、国土、住建局共
立案查处了76起违法建筑，其中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14件，强制拆
除7件，建筑面积达2500 余平方
米，有效避免了国有资产流失。

县预防办预防监督是第三级
防控。县预防办与县检察院预防
局合署办公，在整个防控机制中
居于核心地位，并依据县情制定
了《南召县建设用地规划领域三
级防控实施办法》。县预防办的主
要职责是对规划、国土、住建、财政
等职能部门履职情况进行预防监
督，主要采取预防调查、移交线索、
检察建议、警示教育、跟踪回访等
方法实现预防监控。至目前，县预
防办在建设用地规划领域共开展
了预防监督活动12次，分流处置
了职务犯罪隐患问题5例、帮助相
关部门建章立制10余条。

自实施三级联动防控机制近
一年来，南召县建设用地规划领
域无一例职务犯罪发生，取得了
良好效果。 （作者系南召县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