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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加强立案监督工作
应注意把握好“六个结合”

“一房多卖”纠纷缘何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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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前不久，王某驾驶一辆货车在遂平县

将行人徐某撞倒在地并碾轧致伤。被告人

王某下车后将徐某抱入驾驶室内，驾车离

开事故现场。途中，王某见徐某已死亡，为

逃避法律惩处，便将徐某的尸体运到一座

桥附近，于当晚在一垃圾堆处把徐某的尸

体掩埋。经法医鉴定，徐某所受损伤为车

祸伤，其死亡原因系颅脑损伤伴蛛网膜下

腔出血，肝脾破裂伴失血性休克死亡。经

公安机关认定，被告人王某负此次交通事

故的全部责任。

【观点】

关于本案的定性，存在两种观点：第一

种观点认为王某构成交通肇事罪，理由是：

王某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之规定，造成一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

百三十三条，构成交通肇事罪。第二种观点

认为王某构成故意杀人罪，理由是：王某在

交通肇事后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致使被

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其行为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构

成故意杀人罪。

【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

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

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

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

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那么何谓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

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在

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

的行为。

在本案中，行为人肇事将被害人撞成重

伤且濒临死亡，即使得到及时救助亦难免一

死，行为人畏罪逃逸而被害人即刻死亡的，

对行为人只认定交通肇事罪一罪，即使其主

观上对被害的死亡持间接故意的放任态

度。因为即使行为人不逃逸对之及时救护，

被害人也难免一死，从而否定了逃逸行为与

被害人死亡之间因果关系的存在。

王某在车祸发生后对被害人徐某实施

过救助，说明王某主观上并不希望发生被害

人死亡的后果。后来王某主观上认为徐某

已经死亡，因产生惧怕心理而将被害人遗弃

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王某放弃救助是在

被害人徐某死亡之前还是之后，没有证据能

够证实，也不能排除被害人徐某死于被告人

王某放弃救助之前的可能，对于已经死亡的

人放弃救助，不会发生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

助而死亡的情形。因此，王某的行为应符合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

形，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罪。

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罪行如何认定
遂平县检察院 徐华君张楠楠

以案说法

偷盗成瘾
出狱之后不思悔改

酒后冲动
侵入他人住宅被抓

在洛阳市洛龙区丰李镇，有这么一群人，

哪里有矛盾，他们就会出现在哪里。小到邻

里关系，大到征地拆迁，他们总能化干戈为玉

帛。他们中有退休机关干部、教师，有党员志

愿者，他们就是丰李镇的人民调解员。

人民调解不是啥新鲜事，但丰李镇的调

解效果却特别好。近年，该镇平均每年调解

民事纠纷380起，调解成功371起，成功率

98%，从未出现“民转刑”案件。

74名调解员巧断家务事

“我们的工作就是调解，人家都说我们

管得宽。”面对笔者采访，丰李镇“矛调专家”

牛汉卿嘿嘿笑着说。

丰李镇现有人民调解员74名，分为专

职调解员、兼职调解员、矛盾调解专家三

类。其中，专职调解员每村1名，从退休机关

干部、教师、法官等人员中选聘；兼职调解员

根据村子大小设置；该镇还聘请4名经验丰

富的调解专家，专门处理重大疑难矛盾纠

纷。

在很多人眼中，调解工作是“没权没钱

跑断腿，不吃不喝磨破嘴”的苦差事，丰李镇

的人民调解员却乐在其中。“工作再累，只要

看到有矛盾的两家人通过我们调解后其乐

融融的场面，心里就特别满足。”牛汉卿说。

丰李镇有4.3万多常住人口，是个人口

大镇，各种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矛盾层出

不穷，这里的人民调解员也因此练就了一身

“巧断家务事”的本领。

三级人民调解网络，从源头上化
解矛盾

今年年初，丰李镇李王屯村村民李家两

兄弟因为赡养老人问题产生纠纷，虽没有公

开吵过架，但两家人互不说话。没过多久，

村里调解委员会主任范生兰就找上了门。

“这事是家丑，只有少数几个亲戚知道，调委

会咋这么快就知道了？”当哥的李某感到很

奇怪。

范生兰告诉笔者，答案就是丰李镇的

镇、村、组三级人民调解网络。镇上设有矛

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由镇党委书记担任主

任，16个行政村均设有3人至9人组成的村

级调委会，村里的每个小组都配有一名调解

员，负责及时发现、解决矛盾。“我们的‘情

报’都是小组里的调解员通过跟村民拉家常

获得的。”他说。

经过多次调解，两兄弟达成了一份赡养

协议，和好如初。范生兰说，依靠这精心构

建的三级人民调解网络，丰李镇做到了“小

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从源

头上预防、化解矛盾。

今年，该镇还出台了《丰李镇人民调解

员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明确了调解员录用、

培训、补贴、奖惩等各项内容，并根据调解员

参加例会、上交调解卷宗、排查矛盾等工作

情况，每月、每季度、每年进行星级评定，兑

现奖惩。有好的制度作为保障，丰李镇的调

解工作更规范了。（李志辉张俊望李会民）

刑事立案监督是人民检察院依

法对侦查机关的刑事立案活动实行

的监督，对减少和遏制有案不立、有

罪不究、以罚代刑等执法不严的问

题，以及在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

是，基于立法、人为、历史、文化等多

种因素，监督不畅、监督质量不高、

监督效果欠佳的情形仍然存在。为

更好地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笔

者认为应注意把握好“六个结合”。

一是被动监督与主动监督相结

合。为拓宽立案监督线索来源渠

道，检察机关要跳出书面审查的局

限，主动出击，从内到外建立起有效

的监督网络。通过制定考核奖励机

制，调动干警立案监督的积极性，改

变单纯依靠当事人举报发现立案监

督线索的方式，积极拓宽立案监督

案件线索来源，如注意从群众举报

中发现线索，从审查批捕中发现线

索，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线索等，畅通

监督线索渠道。

二是立案监督与侦查监督相结

合。将立案监督与侦查监督两大监

督职能有效地结合起来，完善立案监

督的跟踪监督机制。对犯罪嫌疑人

在逃，且符合上网追逃条件的，及时

跟踪监督公安机关是否上网追逃。

对立案后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

案件，认真审查是否有需要追究刑事

责任或需要追捕的其他犯罪嫌疑人，

加大追捕力度，力求达到监督实效。

三是一般监督与分类监督相结

合。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中发现立

案监督线索的同时，应对某些易于

发现线索的犯罪类别进行梳理归

纳，用分类监督的工作方法开展立

案监督工作。如对侵财类案件，要

注意发现是否有窝藏、转移、运输、

销售赃物等犯罪行为；对提供场所

类案件，要注意发现是否有容留犯

罪案件的线索等。

四是立案监督与引导侦查相结

合。对一些疑难复杂和涉及新罪名

的案件，公安机关不立案的原因往

往是对定罪有分歧。对这类案件，

在监督公安机关立案后，检察机关

应加强与公安机关沟通协调，从法

律适用和证据的固定完善等方面积

极引导侦查机关取证，帮助完善证

据，确保立案监督的案件能够诉得

出判得下。

五是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相结

合。除了通过日常监督外，检察机

关每年还可以根据国家政策、上级

部署以及辖区检察工作实际，开展

形式多样、重点突出的专项立案监

督活动。通过开展各类专项立案监

督活动，实现立案监督、行政执法监

督、侦查监督点面结合，重点突出，

效果凸现。

六是立案监督与化解矛盾相结

合。当前，检察工作服务大局的重

要任务就是通过履行法律监督职

责，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因此，对于基层检察机关来说，可以

选择明显构成犯罪的案件，特别是

重罪案件或者坑农、害农等严重损

害民生和影响农村稳定的犯罪案

件，作为立案监督的重点。在开展

立案监督工作中，应始终着眼于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做好化解社

会矛盾纠纷工作。

7月31日，淅川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

庭在该县滔河乡开展巡回审判，审理被告

人杨某某、阮某等5名被告人滥伐林木一

案，给当地群众带来了一次生动的法制

课。滔河籍部分县乡人大代表、村干部和

群众代表80余人参加了旁听。

“以前村民觉得砍几棵树没什么大不

了，听了今天的庭审，触动很大，这种用身

边发生的案例来教育村民的形式很好，很

有说服力。”庭审结束后，在场的旁听人员

无不深受教育，感触颇多。据了解，这是今

年以来，该院在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犯

罪中，审理的第17起破坏森林资源案件。

淅川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

区，保护生态环境，确保一库清水永远北上

是淅川人的责任和光荣。滔河乡人大主席

杨玉红说，法院对滥伐林木案件采取巡回

开庭方式，既增强了打击乱砍滥伐树木犯

罪行为的效果，又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增

强了群众的法制意识。（杨建敏 张长海）

随着房地产热度降温，开发商资金链趋

紧，修武法院在近年的审判实践中发现，“一

房多卖”现象引发的纠纷案件日渐增多。以

修武为例，2012年修武县人民法院审理此

类案件为2件，2013年为5件，2014年为11

件，2015年上半年骤增至20件。“一房多

卖”现象涉及面广，影响恶劣，极易引发群体

性事件，应引起高度警惕。

“一房多卖”现象一般表现为以下三种

形式：一是房地产商、房屋所有权人分别与

多人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并收取预付款或定

金，逾期不履行合同。二是房地产商、房屋

所有权人将房产抵押给银行、投资担保公司

等进行融资，后把房产售予不知情的购房

者。三是购房合同签订但未办理过户登记

手续，待房价上升后，房地产商、房屋所有权

人将已售房屋再次售予或抵押给他人并办

理登记手续。

笔者认为，产生“一房多卖”现象的原因

有以下几个：一是购房者法律意识淡薄。购

房者在购房时大多并不审核房屋产权状况，

仅签订购房合同，且不办理预告登记。二是

开发商违规操作。大量缺乏资质、资金不足

的开发商涌入，以在建房产形式抵押给银行

或投资担保公司进行融资，资金链紧张时为

了缓解资金困境，就违规进行“一房多卖”。

三是监管部门监管不到位。建设、房产、规

划等行政主管部门对开发商资质和资金情

况未能进行有效审查，日常监管不到位。四

是法律法规有待完善。我国司法理论和实

践中将房屋买卖合同作为商法规制领域，更

加注重保护交易安全，一房多卖多被认为经

济纠纷，一般不认为构成合同诈骗，导致追

责困难。

针对“一房多卖”现象及成因，笔者建

议，一要加强开发商预售商品房的监督管理

力度。建设、房产、规划等职能部门应加强

协作，切实将监督管理房屋销售的职责落实

到位。二是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电台、报纸、

互联网等媒体向社会发布“一房多卖”预警

信息和相关法律知识，以提高购房者的防范

意识。三是建立健全房地产信息公示制度，

改进房屋产权的登记制度，使房屋产权等信

息更加透明公开。四是加大对“一方多卖”

案件的打击力度。在司法实践中，提高对涉

嫌合同诈骗的甄别和惩处力度，依法从严从

重惩处以非法占有购房款为目的的“一房多

卖”现象，切实起到教育预防效果。

修武县法院 庞伟施文星

法治调查

连日来，杞县公安局利用摆放展板、发

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在全县城乡广泛宣传

“古城亮剑”打防违法犯罪集中行动，取得

良好社会效果。 时广建 摄

为提高部队官兵的法律和维权意识，

7月30日，信阳市平桥区法院组织人员走

进军营，开展送法进军营活动，受到部队

官兵普遍好评。 董新凤摄

7月31日上午，正阳县检察院检察长

刘冰带领监所检察科干警看望慰问了驻该

县看守所武警中队官兵，共叙军检鱼水情，

并讲解了相关法律知识。 周道海摄

为进一步加

强农村夏季防火

工作，提高农民

群众的消防安全

意识，近日，扶沟

县公安局李庄派

出所包村民警利

用村广播，向村

民讲解火灾的预

防方法和逃生自

救等常识，使消

防安全理念真正

深入农民群众心

中。图为民警在

利用村广播普及

消防常识。

李龙喜摄

为牟取高额利润，以低价收购

明知是偷盗得来的山羊，最终触犯

了刑律，追悔莫及。6月10日，内乡

县人民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二年，

缓刑三年，并处罚金1万元。

张某是西峡县一商户，为了牟

利，自2013年到2014年参与低价收

购李某和任某偷盗的山羊13起，涉

案总价值18875元。据悉，李某和任

某是惯偷，一直以来在内乡、淅川、西

峡三地流窜作案，主要是偷盗农户的

山羊（案发后被判刑）。此二人供述

其将偷盗来的山羊多数以低价卖给

了张某，张某对此也供认不讳。

内乡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

告人张某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赃物

而予以收购，其行为符合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的法定构成要件，已构

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鉴于被

告人案发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

实，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相关规

定，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张媛媛）

十八年前，宋某第一次因盗窃

罪被判刑罚后，从监狱出来的他并

未改过自新，而是选择了重操旧

业。从1997年至2012年期间宋某

因盗窃被处罚过7次，几乎不间断地

进出监狱或被劳动教养，十八年后

宋某再次因盗窃罪被送上了法庭。

庭审最后，宋某追悔莫及。近日，武

陟县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宋某的案

件，以盗窃罪判处宋某有期徒刑九

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经审理查明，宋某分别于2014

年7月5日、9月9日、9月15日凌

晨，采取撬门方式钻入武陟县城多

家店铺，分别盗走现金80元、鸡蛋4

斤、香烟70多条。经鉴定，被盗香烟

价值5501元、被盗鸡蛋价值23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宋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秘密窃取他

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盗窃

罪。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法院作出

上述判决。 （原继东陈丹丹）

高某深夜喝酒，途经本村村民

王某家门口，心起邪念，硬闯其家

中。近日，睢县人民法院审结了这

起非法侵入住宅案，依法以被告人

高某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拘役

三个月。

法院审理查明，1月28日晚10

时许，被告人高某酒后回家经过本

村村民王某家的门口时，因想起被

害人王某的性格开朗，便产生非分

之想，遂推开被害人家的大门进入

院内，意图和被害人发生性关系。

被害人听到大门响声便给其公爹蒋

某打电话说“家里有人进来”。被告

人听到被害人打电话，心中害怕，便

又把被害人的堂屋门强行推开进入

屋内，对被害人谎称要借钱。被害

人吓得直哭，并让被告人退出，被告

人拒不退出。此时，王某公爹蒋某

闻讯赶到，并质问被告人，被告人仍

坚持称借钱，后被害人报警，被告人

高某当晚被民警带走。

法院审理后认为，我国公民的

住宅不受侵犯，被告人高某违背住

宅内成员的意愿，强行进入，其行为

干扰了公民的正常生活，影响他人

的人身安全和生活的安宁，构成非

法侵入住宅罪。根据被告人高某的

犯罪情节及危害后果，法院遂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夏令贤）

近日，在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

术工作会议上，新野县人民法院和该院司

法技术科科长张正清荣获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受到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表彰。

2014年度，新野县人民法院司法技术

工作按照规定全面开展工作，各项工作都

走在南阳市基层法院的前列。首先，重视

技术咨询、技术审核工作，全面为业务部门

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其次，全面落实规

范统一对外委托制度。第三，在死刑执行

工作中，全面履行技术监督执导、确认死

亡、照相等工作职责，参与了死刑执行，确

保了无差错和事故。第四，在司法技术工

作调研、宣传方面，在不同等级的媒体、报

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赵会平张正清）

日前，淮滨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在处

警工作中，通过身份核查、审讯深挖，成功

抓获一名网上在逃嫌犯。

7月27日8时左右，淮滨县公安局城关

派出所接群众报警：有人扬言要用刀砍

人。值班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将行凶嫌疑

人传至派出所。经调查，民警发现犯罪嫌

疑人王某某系安徽太和县苗老集镇人，于

2013年4月6日因出售房屋期间涉嫌犯罪，

且长期外出不归，安徽省太和县公安局已

将其上网追逃。目前，王某某已被羁押，将

移交安徽太和县警方。（王长江张倩）

淮滨县城关派出所

抓获一名网上在逃嫌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