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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调解

南召县检察院
开展打击危害食品安全专项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蔡庆娜徐梦）近日，南召县
检察院积极开展严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专项行
动，严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保障人民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该院按照上级院的统一部署，突出重点，严
厉打击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生产销售伪
劣产品等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为畅通
案件进口，加速案件流转，严把案件出口，全面
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该院对于进入检察环节
的案件，在确保案件质量的基础上，坚决从快批
捕起诉，避免案件在检察环节久拖不决。

据了解，该院加强同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的
沟通协作，对重大、有影响的犯罪案件，坚持提
前介入，指导侦查，固定证据，快捕快诉，沟通协
商，从严从快从重打击各类刑事犯罪。不仅如
此，该院通过立案监督、追捕、追诉、抗诉、检察
建议等形式，坚决使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严惩，
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同时，严格证据标准，坚持打击与保护并
重，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该
院充分运用心连心网站、微博、微信、手机报等
新兴媒体，借力“一村四警”爱民实践活动深入
乡镇巡回宣传等方式，营造严厉打击各类刑事
犯罪的浓厚氛围。

目前，该院已审查逮捕6案6人、审查起诉
14案18人，其中5案9人已被法院作出有罪判
决。

镇平县检察院
入矫教育实行动态评估

本报讯（通讯员李丰翠）为提升社区矫正
工作效果，今年7月以来，镇平县检察院在开展
实际调研的基础上，会同相关部门，在社区矫正
入矫教育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取得良
好效果。

在该院今年开展的专题调研中，通过对社
区矫正人员教育效果的长期观察发现，实践中，
入矫教育的开展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入矫教育
以往多由各街镇司法所和社工站完成，由于认
知上的偏差，多数街镇或社工点仅把入矫教育
当成一项常规动作来完成，教育形式较为随意，
且内容也欠丰富，致使教育效果大打折扣。”该

院监所科负责人梁震说。
为此，该院积极探索，会同相关部门从改革

教育主体、教育内容等方面对入矫教育进行了一
些积极尝试。推动成立社区矫正中心，明确由社
区矫正中心作为入矫教育的启动主体，统一核发
入矫教育通知书，全面负责新入社区矫正人员的
教育工作。此外，在教育内容上，在对新入社区
矫正人员开展认罪悔罪教育、法律常识教育和公
民道德教育等常规教育的基础上，辅以严格的考
核监管机制，加强对新入社区矫正人员管理，以
切实增强其接受教育改造的自觉性。

在今后的工作中，镇平检察院及相关部门
会将新入社区矫正人员按罪名、刑种、年龄等进
行归类，分别开展入矫教育，并对入矫教育实行
动态评估机制，以追求入矫教育效果的最大化。

注重警务保障加强专业化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牛凌云刘可伟）为深化检

警协作，唐河县检察院法警队坚持“履职不失
职，办案不越权”的原则，加强与自侦部门联系，
按要求配合履职。

挖掘司法警察职能优势。该队充分利用司
法警察执行看管任务时与犯罪嫌疑人直接接触
时间长，能够及时察觉到他们的思想状况和情
绪波动这一优势，在详细了解犯罪嫌疑人基本
情况的前提下，逐案逐人研究分析，因人而异制
订看管方案，配合检察官制定审讯策略、及时突
破案件。对反侦查能力较强的犯罪嫌疑人，派
有多年办案经验的司法警察执行看管。在交谈
过程中，适时“抛”出准备好的与案件相关问题，
察微析疑，掌握其心理变化，为检察官制定审讯
策略提供参考。

建立快速反应机制。为机动、迅速、有效处
置各种突发性事件，不在法警环节贻误战机，该
院法警大队成立了“处突”小组，制定了工作预
案，提出了“零时出警”承诺，要求司法警察随时
处于“临战”状态，保持通讯24小时畅通，警械具
放置规范，警务用车日常保养维护到位，确保在
受命同时第一时间出警。

培养法警作战意识。该院法警大队把政治
建警放在首位，在执行出警任务时坚持树立公
正文明的执法理念、令行禁止的执法作风，强化
对每位司法警察的意志品质磨炼。近三年来，
该院连续成功查办了数起在全市很有影响的重
特大案件。

内乡县检察院
建网聚力服务企业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冯建伟邓义）近日，在内乡
县产业集聚区召开的主题为“构筑和谐环境，助
推企业发展”大会上，该县县委书记李长江称赞
内乡县检察院在营造“亲商、爱商、护商”氛围中
发挥了楷模作用，服务工作做到了贴心周到，做
到了零距离、无缝隙，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保
驾护航。

完善信息沟通网络，使服务有渠道有合
力。该院与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各
企业以及各乡镇企业办等建立了联动服务网
络，聘请联络员35人，通过联络员的信息传递
和沟通，不间断收集各类信息，掌握企业发展动
态和需求，确保了检企双方联络不断线，相互联
系不断人，信息反馈不隔夜，形成服务合力。

完善信息库建设网络，使服务有广度有特
性。通过与工商局、工信局、统计局、产业集聚
区及国税地税等部门的沟通，以域网形式建立
信息库，使检察机关对70余家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的生产经营基本情况做到一目了然，及时掌
握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法治需求，从而为服
务企业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方式。

完善快速反应网络，使服务有速度有质
量。在全院建立了快速反应机制和绿色通道，
对企业反映的信息，迅速进行筛选、甄别，需要
处理解决的立即向院领导汇报，侦监、公诉、控
申、预防、民行等部门联合行动，快速出击，做到
服务零距离、耽搁零分钟。

开展专项督察推动公正执法
本报讯（通讯员陆璐）近日，邓州市检察院

从自身实际出发，在全院范围内开展了对自侦
部门重大经济开支、涉案款物管理情况以及使
用传唤、拘传措施应用情况的专项督察，进一步
推进该院干警公正执法，切实转变工作作风。

开展对自侦部门重大经济开支情况的督
察。重点核查该院自侦部门每笔费用支出的用
途，同时对每笔支出报销凭证进行逐个检查，查
看每份凭证所需手续是否齐全，票据填写是否
清晰规范，是否有相关领导签名，支出金额是否
合理，通过对相关收支账目进行检查来达到预
防内部腐败的效果。

开展对自侦部门涉案款物管理情况的督

察。重点查纠该院一些不立案先行扣押、冻结
款物；超范围扣押、冻结款物；该返还不返还、该
移送不移送、该上缴不上缴以及不及时处理扣
押、冻结款物等行为，在保证执法对象相关合法
财产权益的同时切实推动执法办案活动规范进
行。

开展对自侦部门使用传唤、拘传措施应用
情况的督察。通过严把关，重点查看拘传证上
的犯罪嫌疑人到案时间以及讯问结束时间，相
关人员的签名，口头传唤的，讯问笔录中犯罪嫌
疑人到案经过、到案时间以及传唤结束时间；整
个拘传时间是否超时，或是否存在以连续拘传
的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各个文书
填写格式是否规范，确保办案人员公正执法、严
格按照规定执行。

“三结合”推进检察文化建设
本报南阳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刘潮杰

王克）近年来，淅川县检察院把繁荣检察文化作
为检察事业发展的软实力，采取“三结合”方式，
大力推进检察文化建设，推动了检察事业全面
发展。

检察文化与环境美化相结合。该院检察文
化建设首先从干警统一着装、办公环境整洁入
手，以整齐划一、精神抖擞的检察队伍新面貌拉
开检察文化建设序幕。先后建成了文化长廊、
园林绿化区、警车定位停放区等彰显文化特色
的建筑。

检察文化与廉政文化建设相结合。将众多
廉政文化的内容融入检察文化建设，努力将两
个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进行同步构思、相互促
进。从通道的廉政格言警句到办公大楼悬挂的
廉政图片等，都散发着阵阵廉政文化的“清风”
味儿，真正实现了在检察文化中体现廉政内涵
与检察特色的良好效果。

检察文化与检察制度建设相结合。紧密结
合检察制度建设，体现检察工作特色，使整个检
察文化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通过制定各科室岗
位职责、业务流程，完善检务、财务制度，健全保
密、安全行车、卫生保洁制度，倡导家属警示寄
语、检察文明礼仪、办案办公文明用语等系列制
度，提醒、约束和规范每一位检察干警的行为；
以院内先进人物、各类荣誉为基础，建成检察荣
誉室，激发全体干警以之为荣的满怀豪情，使检
察文化显现出独特的检察魅力。

租机械引争端
解纠纷法官巧说和

2011 年 10 月 21 日，原告众鑫
公司与王某签订了租赁合同一份，
王某将本人所有的挖掘机一台租赁
给了众鑫公司。当日众鑫公司将该
车租赁给被告宋某，约定月租金2.8
万元，双方并签订了租赁合同。合
同签订后，众鑫公司将挖掘机交付
给被告宋某。宋某在使用该车后一
直没有支付租赁费，为此原告众鑫
公司在2014年2月份将宋某诉至叶
县人民法院，要求宋某支付租赁费
5.4万元、违约金37800元。

叶县法院法官陈兆丰承办该案
后，通过阅卷，会见原、被告当事人，
了解了双方的一些争议诉求和分
歧。该案双方当事人情绪十分激
动，甚至在送达了答辩状后被告宋
某提出了管辖权异议，要求将该案
移送有管辖权的卫东区法院管辖。
由于本案的标的物是一辆挖掘机，
通过实地调查、走访联系得知，原、
被告双方是在叶县化工园区进行的
交付，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就是在叶
县，因此法院作出了驳回被告管辖
权异议的裁定。被告上诉后，中院
维持了该裁定。

在管辖权异议解决后，陈兆丰
通过对原、被告作背靠背的调解，对
被告释明合同违约的后果，说明违
约的不利责任，并对原告作了劝说
工作。经了解，宋某确实因为经济
原因，无力全部支付费用。陈兆丰
对原、被告双方耐心、细致地做工
作，最终使双方握手言和，宋某一次
性支付原告公司2.3万元。

（闫玲）

法治故事
HENAN LEGAL DAILY 13132014/11/11

责任编辑 李晓玉 校对 王晓林

E-mail:jrablxy@126.com

晓玉
讲故事

被同伙供出
3月17日下午，安阳市的宋云骑电动车沿永

安街由东向西行驶。一辆电动车超过了她，坐在
后座上的男子在超过的瞬间飞快地瞄了她一
眼。街上人不多，不过宋云对此也没有在意。超
过去的电动车在前面路口停下了，后座上的男子
下了车，另外一名男子骑车往左拐向了红星路。

很快，宋云骑车到了路口，她减慢车速准备
等红灯，谁知一名男子上前扯下她脖子上的项
链，扭头便往东跑去。“抓小偷啊！”宋云下意识地
喊了起来。宋云所在位置离家不远，很快就过来
了几个人和她一起往男子逃跑的方向追去。男
子似乎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人追上来，一时慌
不择路，跑进了一个家属院的死胡同，在准备翻
墙时被众人摁住。宋云报了警，巡逻民警赶到现
场后将男子移交至北关分局治安大队。

在侦查案件的过程中，这名叫李亮的犯罪
嫌疑人交代，他还有一个同伙，叫刘军，在文峰区
一胡同内租房居住。作案当日，他和刘军一起踩
点、锁定目标，也商量好了具体逃跑接应路线。
只不过，他在逃跑时慌不择路，忘了事前商量好
的接应路线。

坚决不认罪
办案民警迅速赶往刘军的租房处，却没有

找到人。次日18时许，刘军在一家小旅馆内被

抓获。
安阳市北关区检察院检察官在提讯刘军时，

他一直很抵触。检察官给他讲政策讲法律，他充
耳不闻，还作出一副气愤难平被冤枉的样子，甚
至威胁检察官，说等他出去了这事儿没完。对于
和李亮一起抢劫金项链的犯罪事实，他更是拒不
承认，辩解那天只是骑电动车带老乡李亮去找工
作，中途因为饿了，想找个地方吃饭，就让李亮下
车自己去找，而他吃过饭就回出租房了。

检察官发现，刘军于2006年曾因在学校撬
门别锁被警方给予行政拘留5日，并处100元罚
款的处罚。作为有前科的人，他具有较强的反侦
查能力，为了抵制检察官的审查，在被提讯的过
程中，要不就是态度蛮横，要不就是装无辜大哭，
要不就是沉默不言，给审查增加了难度。

证据来印证
为了彻底堵死刘军侥幸的退路，检察官认

真阅卷和核查、补查有关材料，收集了大量充分
而翔实的证据，还特意联系公安机关调取了刘军
当天回家路线的监控录像。结果发现，刘军在被
害人喊出“抓小偷后”，在慌乱中往东驶走，前往
李亮所交代的“接头”地点——美丽华商场。走
到美丽华商场后，他左右张望着停留了一会儿，
又沿东风路往南走到人民公园，之后又沿解放路
绕了一个大圈，才最终回到住处。

检察官又与公安民警结合，通过信息查询

发现，案发当晚，李军并没有在住处，并在一个旅
馆查询到他的身份登记信息。检察官询问刘军
的房东，她说案发当天李军满头大汗地推开家
门，一股惊慌失措的样子。进了房间不到5分
钟，他又快速离去，一个晚上都没有回来。

一一被拆穿
“刘军，你说自己在3月17日下午与李亮分

开后，去吃了饭，之后回了住处。这里有一份监
控录像，上面显示你并没有去吃饭，也不是直接
回了住所，而是先到了李亮所交代的接头地点，
等了一会儿之后才离开。在回住所之前，你还在
街上刻意转了一大圈。”

“你的房东证明，你满头大汗回到住处之
后，不到5分钟就匆忙离开，当晚也没有回去居
住。此时你应该已经意识到同伙被抓，而他随时
可能供出你的住处，所以你才在明明有住处的情
况下到旅馆住宿……”

又一次提讯，刘军面对检察官的言辞质问，
看到检察官一一亮出的证据，开始心神不定，额
头冒汗，东张西望。渐渐地，他的侥幸心理开始
瓦解，最终如实交代了和李亮一起实施抢夺的犯
罪事实。

经鉴定，刘军两人抢夺的金项链重量为20
余克，价值6421元。近日，安阳市北关区法院以
抢夺罪判处刘军、李亮有期徒刑两年。
记者李晓玉通讯员曲超艺苏清涛/供稿

证据
总 有 一 些 犯

罪嫌疑人在作案后拒不认罪，认为在
没有目击证人的情况下，证据“一对一”，司法机

关取证难度大，从而可以逃避法律制裁。 这就要求办案
人员注重案件质量，重视对物证、人证、电子数据等证据的运

用，还原案件真相，把“零口供”案件办成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的铁案，使犯罪嫌疑人面对铁证无从抵赖。今天这个故事

中，具有一定反侦查能力的犯罪嫌疑人抱着侥幸心理百般
抵赖，编出许多理由进行辩解。不过，在谎言被一

份份证据拆穿之后，他的侥幸心理终于瓦
解，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大战 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