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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调解
法官真情劝导

当事人握手言和
2012 年 12 月 13 日，某建材公司与

陈某签订《购销协议书》，由某建材公司
向陈某供给煤矸石烧结砖，陈某按每块
0.355元向某建材公司支付货款。后陈
某单方停止使用某建材公司所供砖块，
某建材公司向陈某追要货款未果，诉至
内乡县法院，请求依法判令陈某支付货
款174453元。

接到案件后，我们认真分析案情，觉
得陈某单方停止使用某建材公司所供砖
块并不支付所欠货款必有内情，于是驱
车近百公里赶到陈某家中了解情况。原
来，陈某用多年在外辛苦打拼挣到的钱
与人合伙回到家乡开发房产，由于某建
材公司提供的砖块不合格，使开发的房
子质量有很大问题，陈某在发现问题后
通知某建材公司 ，但某建材公司的工作
人员不及时处理，以至于原来购买房子
的购房者纷纷要求退房，给陈某造成了
较大损失，陈某为此还要提起反诉，要求
某建材公司赔偿其损失。据此，我们认
为在此纠纷中某建材公司有一定责任，
但依据合同约定，陈某也确实欠有某建
材公司货款，这个矛盾处理不好，双方的
对立情绪会更大，案件也不易解决。

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当事人的矛盾对
立情绪，有利于案件的顺利调解，我们头
顶酷暑，多次找双方当事人，耐心细致、不
厌其烦地说明双方在案件中应当承担的
法律责任及义务，通过谈话找到双方的
心结，发现和调整调解案件的切入点，拉
近双方的共同点。同时，我们还多次陪
同某建材公司的负责人，到陈某所建的
社区现场了解陈某房屋的质量及对陈某
造成的损失，让双方当事人能多从对方
的角度看待该矛盾，从而减少在调解时
双方的期望值。通过多次努力，在我们
的真情、真诚感召下，最终以陈某支付某
建材公司货款9万元彻底了结了当事人
的纠纷，双方握手言和。 （冯云虎）

社旗县检察院
为干警建立四种档案

本报讯（通讯员宋德明董旭）5月份以来，
社旗县检察院将干警执法办案及其8小时外的
行为情况整理建立四种档案，纳入档案系统化
管理，有针对性地做好对干警思想保洁、身体保
健、执法保护等人文关怀。

建立学习档案。以干警参加集体学习，专
业培训、自学、研讨成果、发表调研文章、学习测
试、表彰奖励、成果转化情况为内容，为干警建
立一套学习档案。反映干警追求新知识的学习
状态，为工作学习化、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提
供动力支持。

建立健康档案。以关心干警的身心健康为
内容，组织对干警进行体检，详细记录干警的身
体健康信息，做到有病快治，无病早防：组织开
展丰富多彩的集体性文体活动，请心理专家为
干警授课，排解压力，消除亚健康的困惑。

建立执法档案。围绕“规范执法”要求，由
该院纪检、监察部门牵头向发案单位、案件当事
人及亲属发放“执法回访卡”，对职务犯罪案件
进行回访监督，将执法情况、办案安全、质量情
况一并存入执法档案，以强化执法责任，规范执
法行为。

建立廉政档案。依据案件办结后初查、侦
结、审结报告，确认案件承办人有无接受当事人
及其亲友的吃请、钱物；有无来人、来电说情、询
问案件；有无其他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情
况。记录内容装入廉政档案，为干警年度评优
评先、职级晋升提供参考。

正风肃纪执法零过错
本报讯（通讯员胡皓权中振）近日，南阳市

卧龙区检察院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正风肃纪、提
高服务效能”专项整治活动，集中对群众反映强
烈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重点整改，努力实现干
警“零违纪”、群众“零投诉”、服务“零距离”、执
法“零过错”，全方位提升检察效能。

整治活动重点解决政治信仰、执法管理、服
务群众、执行纪律等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政
治信仰方面，突出对干警的宗旨意识、使命意识
进行培养，解决少数干警理想信念不牢、群众观
念淡化、政治敏锐性不强、担当精神不足、工作
部署站位低等问题。执法管理方面，重点深化

执法行为规范化建设，让群众在严格、公正、规
范、高效执法活动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感受到检
察官的殷殷真情。着力解决少数干警执法不
公、不严、不廉问题，坚决纠正执法活动中的懒
散问题。服务群众方面，重点提高检察机关，特
别是窗口部位的服务效能和文明程度，严查庸
懒散浮等工作作风问题。执行纪律方面，认真
解决有规不守、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问题，确
保各项规章制度和检察纪律令行禁止，得到严
格执行。

卧龙检察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健
全完善规章制度，形成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
人、用制度办事的长效机制，高规格打造让人民
群众满意的检察队伍。

推行四项措施强化预防监督
本报讯（通讯员乔梁王先理）今年以来，桐

柏县检察院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各项预防工作，
以“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
度建设”工作要求为指针，采取四项措施全面开
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加强“同步预防”，一线监督，服务“项目带
动战略”。该院按照县委“大上项目，上大项目”
的总体要求把服务“项目带动战略”作为“服务
县域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在吴城、毛集等镇土
地整治和三源粮油厂房建设等10余个重大建
设项目建立检察官服务站，派驻了检察官，开展
一线监督，同步预防。

实施“介入预防”，咨询建议，防止滥用职权
干预经济。该院预防部门采取“参办、会办、协
办”等方式，介入经济管理和服务中的行政决策
活动，及时提供咨询建议。

开展“双向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积极推动
经济发展。该院有针对性地采取“双向预防”措
施，对经济建设中的建设方和承建方，拆迁方和
被拆迁方，招标人和投标人，采购人和供货人，
市场监管中的监管人和被监管人，分别发放“警
示书”、“提示卡”。

强化“跟踪预防”，消除办案影响，矫正企业
发展路径。结合办案开展预防调查，提出建章
立制、加强管理、堵塞漏洞的意见、建议，达到

“查处一案，教育一片，规范一线”的目的。

紧绷安全弦 打造零差错工作区
本报讯（通讯员 牛凌云刘可伟）近年来，

唐河县检察院法警队以工作区规范化管理为
出发点，认真履行法警职责，积极参与自侦案
件的办理，没有发生一起安全事故，为办理自
侦案件提供了强有力的安全保证。

首先是制定安全预案。针对易出问题的
方面或环节精心制定安全防范工作预案，把可
能出现的问题、需要采取的应对措施考虑全
面，并将预案报经检察长或主管副检察长批准
后组织实施。同时，仔细检查办案区域安全措
施落实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其次是履行看管职责。看管过程中做到
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实行规范、文明履职。传
唤、拘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检察机关接受
讯问时，必须在讯问室进行，不得在讯问室以
外的地点进行讯问，也不得把讯问室作为羁
押室。在看管中，必须保持有两名以上法警，
不得出现脱节、脱岗或由一人看管的情形。
讯问结束后，对符合法律规定并有必要采取
拘留、逮捕措施的，要依法立即办理；对于不
需采取拘留、逮捕强制措施的，做到及时通知
其单位或家属领回，或派法警将其送回。

正是有了这些具体的规定和制度作保
障，唐河县检察院在近 3 年办理的 76 起自侦
案件中，没有发生一起变相羁押、刑讯逼供
等暴力取证的案事件，更没有出现一起安全
事故，确保了唐河县检察院办案工作区零差
错。

强化举措提升批捕案件质量
本报讯（通讯员 马海洋 赵博）今年以来，

邓州市检察院侦监局通过关口前移、证据审
查等多项举措，夯实办案基础，贯彻宽严相济
的政策，努力提升批捕案件质量，取得较好的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注重关口前移，夯实办案基础。积极完
善公、检两家在刑事诉讼监督方面的配合机
制，强化不捕、疑难案件“捕前沟通”意识，将
审查逮捕工作关口前移，加强侦、捕衔接，建
立沟通协调机制，共同梳理分析证据，解决案
件中存在的问题。

注重证据审查，严把案件质量。为避免
办案人员对证据和事实审查不细、把握不准、
复核不到位、汇报不全面等问题，该院要求办
案人员认真审核事实情节、证据链条、身份证
明、行为后果，确保准确无误。

注重少捕慎捕，做到宽严相济。该院认
真贯彻新《刑事诉讼法》，正确理解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对主观恶性不强、社会危害性不
大的犯罪嫌疑人特别是未成年人，充分考虑
逮捕必要性做到少捕慎捕；对严重危害社会
公共安全和侵犯人民群众人身、财产权利的
犯罪，积极稳妥地推行附条件逮捕。

注重双向说理，确保案件实效。对公安
机关报捕的案件，认为构成犯罪，但不批捕不
至于再发生社会危害性的，在作出不捕决定
后不仅向公安部门发出《不捕理由说明书》，
同时还将不捕理由告知案件当事人，增加不
捕案件透明度。

立足检察职能
预防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丰翠）今年以来,镇平
县检察院立足检察职能,强化各部门协调配
合,创新举措促进安置帮教社会化,最大限度
地预防和减少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
有效维护了辖区安全稳定。

该院针对当前刑释解教人员技术掌握较
少,务工较为困难的实际情况,注重部门联动,
加强工会、劳动、民政、乡镇等单位部门联
系。根据刑释解教人员技能需求和就业愿
望,进行“订单式”、“预约式”、“委托式”培训,
开设电脑、器械制造、裁剪缝纫、电焊、烹饪等
专业,因人制宜,因需施教,有针对性地进行就
业培训。

该院依托现有的网格化社会管理模
式, 构建“街道—社区—小区—楼栋—居
民”五级网络组织体系,实现了“网中有格、格
中有人、人在格上、事在格中”。成立了楼长、
单元长、志愿者、社区民警、社区治安巡逻队
等“关爱团队”。通过嘘寒问暖的方式,暖化
刑释人员尘封的内心,让他们感到被社会接
纳,而不感到被歧视。

此外,该院积极开展“私人式”定制帮助,
建立安置帮教“专家型”志愿者队伍,注意吸
收离退休老干部、老党员、老同志、老法官、老
检察官和法律工作者参与到安置帮教工作
中,指定每个月的 20 日为“法律诊所”特殊人
群服务日。开展“法律进社区”、法律进学校、
法律进企业活动,因人制宜,为刑释人员提供
法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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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被抓
2013年7月11日，南阳人李某一个人到广

东省东莞市游玩。在和别人闲聊中，他听说吸
食毒品会上瘾，因此觉得毒品很神秘。再加上
一些人大谈吸毒后的刺激和快感，李某心里也
想吸食毒品，体验一下吸毒后的快感。

2013 年 7 月 13 日，李某通过朋友找来
毒品吸食，没想到被东莞市公安局樟洋分
局抓了个正着，被送到东莞市强制戒毒所
要求强制戒毒两年。

到了戒毒所，李某有种生不如死的感
觉。戒毒所里的生活让他很不适应，李某
度日如年，非常怀念在外面的日子，也非常
渴望能够早点回到家乡南阳。他想只要能
回到南阳，哪怕坐牢也行。

密谋作假
有一天，李某看到一名戒毒人员被广西警

方带走，经过打听，得知这个人是广西人，在
广西老家犯有刑事案件，才会被带回广西。
李某顿时眼前一亮：何不利用这样的方法回
到南阳呢？于是，李某向管教民警打听求
证，他说自己在老家犯有盗窃案，问如果自
首会怎样处理。管教民警告诉他：“自首的
话老家的办案单位会带你回去处理案件，检
举同伙的话还会减刑。”听到这些，李某好不
欢喜，觉得自己终于找到回南阳的办法了。

同年7月20日，李某的姐夫得知李某被强

制戒毒，赶去东莞看望他。李某抓住
这次机会，让姐夫无论如何也要联系到
自己的前妻张某，让她来一趟东莞。

李某结识了在同一戒毒所戒毒的韩某，
交谈中得知韩某也是南阳人，曾因抢劫和非
法持有毒品罪两次获刑。2013年6月9日，因
为吸食毒品，韩某被警方抓捕后强制戒毒两
年。李某想起管教民警说的“如果检举同伙
可以减刑”的话，一条计谋在他心中产生。他
想，只要自己说在家乡和韩某一起盗窃过，既
能被带回南阳，还会因为检举了同伙韩某获
得减刑，岂不是一举两得？再三思量后，李某
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几天后，李某在和韩某聊天中，假装关心
地问韩某想不想回南阳。当李某说可以利用
报假案回南阳时，韩某很犹豫。李某继续诱惑
他，说只要金额少，就是判刑也不会坐很久的
牢。经不住李某的再三恳求和蛊惑，韩某最终
答应了。于是，经过两人的密谋，一桩“盗窃案”
就这样出炉了。“案情”为李某拿着前妻张某暂
住处的钥匙潜入房间盗窃，韩某在楼下负责把
风，偷窃现金 4 万元后，李某分给韩某 3000
元。他们统一口径：首先由李某的前妻张某
报案，然后李某自首，并揭发出同伙韩某。

南阳这边，李某的姐夫回来后，马上联
系张某，将李某的话传给她。同年8月2日，
张某到东莞看望李某。李某趁狱警不注意，
偷偷对张某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让张某报假
案。张某看在曾和李某夫妻一场的情分上，
答应了李某。

李某对管教民警说自己有盗窃案底后，管
教民警很快就找李某了解详细情况。李某趁
机“自首”，告诉管教民警自己和韩某在南阳

入室盗窃4万元。

作茧自缚
事情果然按照李某预想的趋势发展，两

人被民警押解回南阳。
2013年9月12日，办案民警在审讯时告

诉韩某，有犯罪前科的人，一旦再犯罪就会被
重判。韩某觉得如果承认这次盗窃，案值这
么大，肯定要坐牢，而且坐牢时间还会很长，
估计比戒毒所两年的时间还长，在监狱里肯
定也会受不少苦，那样的话就得不偿失了。

思前想后，韩某主动向公安机关坦白了这
起假案。经过警方调查，李某、张某眼见事情
无法抵赖，只好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法律不是儿戏。李某、韩某编造虚假刑
事案件，指使张某作假证，张某明知李某、韩
某为逃避强制戒毒而帮助他们伪造证据，致
使东莞市强制戒毒所错误终止对李某、韩某
的强制戒毒。同时，致使南阳市公安局原
枣林派出所对本案立案侦查，浪费了司法
资源，妨害了正常的刑事诉讼活动，为将李
某、韩某押解回南阳浪费了警力、财力，李
某、韩某、张某的行为严重干扰了司法秩
序。2014 年 4 月 14 日，南阳市宛城区检察
院以妨害作证罪依法对韩某、李某提起公
诉，以帮助伪造证据罪依法对张某提起公
诉。近日，经法院审理，3 名犯罪嫌疑人一
审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通讯员张锋朱振华张萌萌/供稿

“自首”闹剧
2013年8月23日，南阳市公安

局原枣林派出所接到报警，辖区居民张
某称自己放在暂住处的４万元现金被盗，怀

疑是朋友李某和韩某偷的。与此同时，远在广东
省东莞市戒毒所的李某向戒毒所管教民警自首，自首

的犯罪行为是“伙同韩某在南阳盗窃张某现金4万元”。
接到报警后，由于案情重大，原枣林派出所民警迅速

出动，于2013年9月6日对此案立案调查。2013年9月9
日，民警赶赴广东省东莞市戒毒所，将犯罪嫌疑人李
某、韩某带回南阳审讯。

然而，经过审讯，民警大吃一惊：李某和韩某自
首的“盗窃案”竟然是一场子虚乌有的骗

局。那么，这3人为何要上演这样
一出闹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