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王增义高静）
自今年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
软件正式上线运行以来，驻马店市
驿城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全力以赴
投入软件安装及运行工作，配合案
件管理办公室、技术科等部门，坚持
边学习、边使用、边完善的原则，采
取多种举措，推动软件正常运行。
截至目前，该院已顺利录入案件 15
件19人，取得了良好效果。

该院反贪局高度重视，迅速落
实，专门选派两名干警赴省、市院参
加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软件
的学习。该院组织全局干警进行学
习和模拟演练，在学懂理论知识的
基础上，做到了熟练掌握反贪系统
操作流程和环节要点，为软件的正
式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该院严把案件入口关，确保新
受理的案件全部录入系统，对案件
录入、分配承办人、办理、入卷归档
等流转情况进行全程、统一、实时监
管，及时提醒承办人注意办案程序、
办案期限等问题。该院严格执行网
上流转、网上审批、网上监督，切实
提升了案件承办人的实际操作能
力，有效地规范了办案程序，杜绝了
案件状态不明等现象的发生。定期
对案件质量进行评查，不断提高办
案质量和效率，促进办案规范化。

该院反贪局与案管部门密切
配合，在反贪局全部内网电脑进行
软件安装、权限测试、流程测试、签
批测试，并结合案件办理的进度进
行了文书要号预留工作，从而确保
了业务软件运行的准确性、顺畅性
和安全性。构建全方位廉政文化体系

本报讯 近年来，桐柏县检察院民行
检察部门积极履行检察监督职能，从办理
的每一起案件、受理的每一项诉求入手，
多渠道、多途径地向群众提供法律服务，
积极探索各种有效途径，实现司法为民、
司法护民。

充分运用抗诉手段，依法纠正错判案
件。该院对因裁判不公严重损害国家和社会
公共利益的案件、侵害农民利益和社会弱势
群体权益的案件，坚决予以抗诉，维护法律公
正；搭建检察和解平台，切实解决民事纠纷。

对当事人提出申诉，法院判决没有瑕
疵，或者在事实认定、适用法律等方面虽然
存在问题，但不足以引起再审或没有必要
抗诉的，该院在自愿、合法的原则上，充分
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利，大胆尝试民行和
解方式解决民行纠纷；加大执行监督力度，
促使判决履行终结。

对一些有执行能力，法院无正当理由却
久拖不执行的案件，该院依据法律规定，加强
与执行法官的沟通、联系，以民行检察部门的
名义致函法院执行部门，及时督促执行；进一
步拓宽监督范围，积极探索全程监督。

该院从拓宽监督范围，丰富民行检察
工作内容着手，积极探索对法院审理民事
案件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尽早发现问题，积
极协调解决。近日，该院在办理案件过程
中，发现法院对案件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
向法院发出了检察建议。法院予以采纳，
将案件重新分配审理，使存在超时限办案
问题得到了纠正。 （沈选生卢爽）

本报讯 近两年来，唐河县人民检察院
大力推进廉政文化体系建设，不断加强党
员干部廉政教育，打造了一支公正无私、廉
洁执法的检察队伍，营造了明责守纪、崇清
尚廉的机关环境。

阅读“廉政书”。该院开展了“读书思廉”
活动，组织干警学习有关文件、党刊、党报，学
习反腐倡廉正反典型事例，用英雄的先进事
迹鼓舞人，用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教育人。

讲授“廉政课”。该院利用机关党校，
建立检察长讲授廉政党课制度，廉政党课
内容紧紧围绕反腐倡廉、党性修养、作风建
设、廉洁从检等方面，思想深刻，寓意深远，
进一步强化反腐倡廉意识。

悬挂“廉政牌”。该院建立了“廉政文
化走廊”，悬挂紧扣廉政、勤政、反腐、倡廉、
自警、自律、修身、醒世等主题的廉政文化
格言警句，营造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给全
体干警戴上了廉政“紧箍咒”。

观看“廉政片”。该院组织党员干部观看
廉政片，使干警接受警示教育，深刻认识到腐
败的危害，警示大家要自觉抵制各种腐败现
象的侵蚀，进一步坚定检察干警的共产主义
信念，奉公守法，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建设“廉政苑”。该院注重用环境感化
人，不断丰富廉政文化建设的外在环境，将
机关花园打造成廉政清风苑，在苑内景观石
上镌刻廉政文化警句和短语，把浓厚的检察
文化气息渗透到机关的每个角落，使干警在
休闲散步时，置身在廉政文化的氛围之中，
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牛凌云陈德顶）

本报讯 近年来，邓州市检察院
立足实际，高点定位、编队管理，以
提高服务和保障办案安全为着眼
点，积极探索检察机关内部“检警
协作”机制，为各项检察工作的顺
利进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强化思想观念。该院消除了
“警检不分”的思想认识，强化司法
警察在检察工作中的应有位置，加
强对司法警察工作性质、范围的落
实，消除个别科室或少数同志对司
法警察“可有可无”的认识偏差。
该院围绕检察工作大局，突出司法
警察对执法办案的参与、配合、服
务、保障。

强化队伍管理。该院强化法
警队伍管理，坚持统一管理、统一
使用、统一派警、统一培训、统一考
评的方针，加强对所有法警的考
核、培训、使用；先后建立健全了司
法警察工作制度，用制度管人；坚
持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的有机结
合，关心司法警察的进步和成长，
激发法警工作热情。

强化装备建设。该院根据高
检院《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工作规范
化建设标准》，加大投入，不断完善
司法警察硬件设施，保障了司法警
察依法履行职责。同时，先后配齐
了警棍、手铐、强光手电筒、对讲
机等警用装备，并配备警用囚车一
辆；建设了高标准的办案工作区，
为司法警察依法、文明、安全办案
构建了良好的工作平台。

强化岗位练兵。该院结合司
法警察工作实际，坚持学以致用和
按需施教的原则，大力开展岗位素
能大练兵活动，抓好业务培训，抓
好技能训练，通过抓训练促进管
理，提高司法警察的综合素质。

（赵杰飞 赵博）

今年以来，鹤壁市鹤山区检察
院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日
前，全体干警深入社区、农村，走村
串户向群众面对面地宣传预防职务
犯罪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受到
群众普遍欢迎。图为该院干警在某
小区门口的早市上向赶早市的群众
发放宣传材料。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池青翠 刘
佳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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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许县某商场内衣店老板王娜，今年 40
多岁，交际能力强，生意做得好，已成为当地有
名的富婆。

1999 年春节，王娜与当地中学教师赵斌
结婚，2003年12月，王娜生育一子赵海涛。儿
子一出生就由爸爸赵斌和爷爷、奶奶照看，王
娜天南海北地跑生意，家里的日子过得红红火
火。可好景不长，随着经济上的富足和对灯红
酒绿世界的向往，王娜慢慢地开始看不上老实
本分的赵斌，两人总会因为一点小事而争吵，
甚至摔打家具等。

2010 年 5 月，王娜与赵斌协议离婚，孩子
完全归赵斌抚养，王娜不出抚养费。同年 8
月，王娜与崔某结婚。2012 年 3 月份，崔某出
车祸身亡。自2013年1月以来，王娜多次向法
院提出要回儿子的抚养权。她认为，赵斌每月

工资不足两千元，经济能力严重不足，而自己
拥有丰厚的财产，可以给孩子提供更好的学
习、生活环境，孩子理应让自己抚养。

近日，通许县人民法院经审理，驳回了王
娜的诉讼请求，小海涛仍然由赵斌抚养。判决
王娜可以每月把孩子接走两天共同生活，同时
支付相应的抚养费至小海涛成年。

法院审理后认为，抚养权的分配应从有利
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合法权益出发。从
实践中看，是否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抚养意
愿确实是法官裁判抚养权的重要考量因素，但
不是唯一因素。

本案中，王娜由于工作原因长期外出，对
于孩子照顾难免有所欠缺。相反，赵斌作为一

位教育工作者，对孩子的学习等方面都能给予
照顾。况且，多年的共同生活使父亲对儿子的
成长和心理也更为了解。虽然赵斌的经济条
件不如王娜，但在王娜支付相应抚养费的条件
下，完全有能力为儿子提供相对优良的成长环
境与关怀。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文中人物
均为化名） （记者 张东 通讯员 王记伟）

有钱 不一定能要回抚养权

每天早上 6 点半到 9 点，在郑州市中
原区须水镇须水街，王某与妻子经营的
早餐摊点上，焦香酥脆的手抓饼总会吸
引很多顾客，成为很多附近居民的早餐
必备。

然而，自 2014 年 7 月起，王某为图便
宜，在某菜市场低价购买了 20 公斤假盐，
并将其用于手抓饼的制作中。他所购买的
假冒食盐 52 元一箱，比现在市场价 88 元一
箱的真盐便宜很多。所以，他在知道是假
盐的情况下依然购买并使用。

与王某类似，在郑州市后仓村经营一
家小餐馆的宋某，从 2013 年 12 月开始从他
人处低价购买假冒的“长舟牌”高级精制
盐，用于制作麻辣烫、米线、卤制品。王某
说，这些盐吃起来和真盐是一样的，只是没
有加碘。

今年 9 至 10 月间，郑州市盐业管理局
先后查获了 4 起此类案件。近日，中原区
人民检察院已将涉案的 4 名犯罪嫌疑人
以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向法院
提起公诉。

据悉，我省除已经查明的商丘市、开封
市、新乡市和濮阳市的20个县（市、区）的172
个乡属于高碘地区已供应无碘食盐外，其他
地区均应该供应加碘食盐。在这些地区生
产、销售的食品和副食品，凡需要添加食用
盐的，必须使用加碘食盐。否则，居民会因
食用不含碘食盐导致碘摄入不足，造成碘缺
乏引起食源性疾病。因此，当我们享用街边
美食时，还是要多留个心眼儿，否则美食也
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 （记者 张杰
路歌通讯员付婧文魏亚斐吕新华）

碘盐不加碘 美味也

挪用巨额公款被判缓刑 两次抗诉终获改判

高效运行业务软件
促进办案规范化

多措并举
加强法警工作

立足监督职能服务保障民生

本报讯 近日，由新乡市凤泉区检察院两
次提出抗诉、新乡市人民检察院两次抗诉的李
某挪用公款案终获改判，历经两次判决均为缓
刑的被告人李某被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
判处有期徒刑5年。

李某原系新乡市某区财政所所长，其于
2005年3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擅自决定挪用公
款1000万元给他人从事营利活动，收受好处费
现金8000元及价值900元的美容卡一张。新乡

市凤泉区人民法院一审对被告人李某判处有期
徒刑3年，缓刑5年。凤泉区检察院研究认为，一
审法院判决量刑畸轻，决定提出抗诉。新乡市中
级人民法院发还重审后，凤泉区人民法院再次对
被告人李某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凤泉
区检察院经再次研究认为，判决仍量刑畸轻，决
定再次提出抗诉，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基于被告
人的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终审判处被告人李某
有期徒刑 5年。

作为该院办案历史上的“挪用第一大
案”，该院领导对于“李某涉嫌挪用公款案”
高度重视，指定业务骨干负责审查起诉，认
真研判本案犯罪事实及量刑情节，果断决定
两次提出抗诉，最终使被告人李某受到法律
的严惩，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也是该院 2013 年以来提出抗诉后第三
起法院改判案件，继续保持了该院抗诉工作
规范开展的好势头。 （葛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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