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驻马店讯（记者 陈磊 特约记
者 朱剑锋 通讯员 杨红梅）近日，新蔡县
人民检察院针对一起刑满释放人员因
生活困顿再次走上犯罪的典型案例，巧
用检察建议延伸社会管理，配合乡村两
级组织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效彰
显了司法温情，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

2014年 11月 6日，新蔡县检察院受
理了新蔡县公安局移送审查起诉的李
某涉嫌盗窃案。犯罪嫌疑人李某，男，
1953年1月28日出生，文盲，农民，住新
蔡县涧头乡马庄村委。因犯强奸罪，李
某曾于 2008年 11月 11日，被新蔡县人
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2013年7月3
日刑满释放。

卷宗材料显示，犯罪嫌疑人李某刑
满释放后，先后于 2014年7月23日12时
50分许, 扒门入室，到本村村民马某家(无
人居住)盗窃一个铝盆、一个胶桶、五个锅
盖和一个绿色胶漏盆，总价值100余元，
被告发后，于2014年7月25日被新蔡县
公安局行政拘留5日。 2014年8月1日
至3日，其多次到本村委大马庄东南角王
某的玉米地里偷玉米，拿回家中烧熟吃
掉，共计30个，价值30余元，被告发后，于
2014年8月4日被新蔡县公安局行政拘
留10日。2014年9月3日凌晨，其再次到
本村委大马庄北马某玉米地里掰玉米
150余个，价值约 300元人民币，被告发
后，其于2014年9月11日再次被新蔡县
公安局行政拘留，9月 19日转为刑事拘
留。2014年9月25日经新蔡县人民检察
院批准，于2014年9月26日被新蔡县公
安局逮捕。除去已被其吃掉的玉米棒，其
余赃物均从其家中起获。

从承办人汇报的情况来看，人赃俱
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
且犯罪嫌疑人李某归案后对其盗窃事
实也供认不讳。综合全案，犯罪情节虽
然轻微，但考虑到其有犯罪前科，且入
室盗窃、因盗窃受到行政处罚后不思悔
改仍多次盗窃，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
性，遂决定依法提起公诉。

汇报中承办人提到，提审时李某辩
解，其刑满释放后，自己的承包地仍由
其兄弟种着，低保金也被其兄弟代领，
孑然一身又无人问津的他由于没有吃
的，又适逢玉米成熟，所以才多次去地
里偷玉米棒子回来烤着吃。而从其所
盗赃物来看，确为生活必需品。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办案人员立即
拨通了李某所在村委党支部书记田庆
元和涧头乡主抓综治工作的人大主任
胡春柳的电话，分别就这一情况予以沟
通，交换意见，了解核实有关情况。

2014 年 12 月 2 日，新蔡县人民检
察院对被告人李某以盗窃罪提起公
诉，并建议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同时，针对了解核实的情况，2014年 12
月 3日，新蔡县人民检察院以新检建字
[2014]第 21、22 号检察建议书，分别对
新蔡县涧头乡马庄村委和涧头乡政府
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两级组织采取有
效措施，有针对性地对李某进行帮扶、
帮教，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位，把相
关的帮扶政策落实到位，确保其刑满
释放后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避
免其因生活所迫再次偷盗，实现源头
综合治理。

2014 年 12 月 12 日，被告人李某被
新蔡县人民法院以犯盗窃罪依法判处
拘役 4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 元，
并于2014年12月26日刑满释放。

检察建议一经送达，立即得到新
蔡县涧头乡政府和涧头乡马庄村委的
积极响应。在乡镇和村委两级干部的
积极协调下，李某不仅要回了自己的
责任田，而且要回了其兄弟代其领取
的低保金和地亩补贴。在近日对该案
的回访中记者了解到，解决了温饱问
题的李某表示，再也不会实施偷盗行
为了，不堪其扰的小马庄又恢复了昔
日的和谐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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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检察建议

强化法律监督
实现事业新发展

本报讯 1月8日，桐柏县
检察院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邀请
南阳市委党校理论教研室教
授赵建作了一场精彩的学习
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
神宣讲报告会。

赵建教授紧紧围绕法治
中国建设这一主题，深入解
读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
大意义、科学内涵、重大任
务，谈起中国历史上历次变
法与国家兴衰以及西方列强
崛起的法治因素，就依法治
国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完
备的法律规范体系进行讲
解。赵建教授的报告，观点
深刻、内容丰富，既有深入浅
出的理论阐述，又有广征博
引的案例分析，更有实践层
面的对策思考，为该院深入、
完整、系统地学习领会四中
全会精神，有力、有序、有效
地推进法治建设，起到了积
极的助推作用。该院检察长
听后要求干警必须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
义、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
和谐，推动检察事业在新的
起点上实现新的发展。

（周闻胜 郭冬冬）

52名检察官
接受人大评议

本报讯 1月 7日，新蔡县
检察院52名检察官向该县人
大常委会进行述职，接受该
常委会评议。全体检察官向
人大常委会述职，在该院检
察史上尚属首次。检察官结
合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从
德、能、勤、绩、廉等方面进行
了汇报，在总结成绩的同时，
找出了工作中的不足，剖析
了根源，并提出了整改措施
和今后努力的方向。该县人
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认真听
取了干警述职，并当场进行
了评议，52 名检察官均高票
通过。述职结束后，该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王冠超充分
肯定了该院检察员的工作，
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新
的要求和希望。他强调，检
察干警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 神 ，牢 固 树 立“ 忠 诚 、为
民、公正、廉洁”的政法干警
核 心 价 值 观 ，确 保 思 想 纯
洁、作风纯洁、清正廉洁，努
力成为一名政治坚定、业务
过硬，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的高素质检察官。

（朱焕杰）

◀正阳县检察
院在保持和再创省
级文明单位工作中，
建立完善了志愿者
注册管理机制，组建
了8支志愿者服务小
分队，全院87名干警
人人都是在册志愿
者,月月都有志愿服
务记录。
周道海摄影报道

▲1 月 11 日，汝阳县
检察院检察官给全县新
上任村官谈预防犯罪工
作，教育新当选村官要正
确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
权力，切实管好权和钱，
脚踏实地为群众办好事
办实事，当好人民信赖的
好村官。图为检察官和
村官们谈预防职务犯罪
应注意事项。

康红军摄影报道

本报讯 1月6日，三门峡市检察院派驻市看守
所检察室在第四届全国检察机关派驻监管场所一
级规范化检察室考核评定中被评定为国家级一级
规范化检察室。

第四届全国检察机关派驻监管场所一级规
范化检察室考核评定活动开展以来，该院派驻
市看守所检察室将争创活动与提升驻所检察工
作相结合，以争创活动为载体，以规范执法为目
标，以强化监督为重点，明确目标、完善制度，大
处着眼、细处入手，规范日常工作、强化安全防
范、加强时限监督、注重犯罪预防、维护合法权
益、突出执法监督、加强硬件建设。

该检察室将工作任务按季度、月、周、日层层
分解，明确工作内容、完善工作程序、形成工作模
式、保证监督成效。检察室在各监区、监室、会见
大厅、收押大厅和看守所大门口外的显著位置安

放检察举报箱，为每个监室发放约见检察官牌，畅
通在押人员约见检察官渠道；及时向所医了解重
病号及在押人员发病情况，要求看守所按规定对
病号进行巡诊送药，开展合作医疗，使重病号能够
得到及时救治；积极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使
12名在押人员变更强制措施，实行非羁押诉讼；接
受在押人员及家属控告，维护其合法权益 50多
次。该检察室加强对看守所执法活动即时监督，
口头和书面纠正监管活动违法行为80多次，监督
看守所对牢头狱霸的严管措施，立案查处看守所
干警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案件1起，初查其他职
务犯罪案件线索2起。

同时，检察室配置了办公和专业用房9间，各
种办公办案设施齐全，“两网一线”信息化建设全
面建成，监控系统415个摄像头和16个显示屏覆
盖监区和办公区域。 （胡彬海勇）

本报讯（首席记者 吴倩 记者 王慧娟）1月5
日，应郑州市艺术工程学校邀请，金水区检察院
未检科“送法进校园”法制宣讲团走进该校，为全
校1000多名学生上了一堂法制教育课。

郑州市艺术工程学校是一所艺术大专院
校，学生多为单亲家庭，老师反映最近学生出现
问题很多，且 90%的学生都是女孩。针对这一
特点，金水区检察院的检察官们精心准备，以

“如何进行青春期的自我保护”为主线，并贯穿
“犯罪的危害和预防”以及“如何拥有快乐人生”
两部分内容，为该校学生献上了一场精神上的

饕餮盛宴。
宣讲结束后，有几位同学特意追出会场向检

察官们索要联系方式并合影，她们已经把宣讲的
检察官们当成了自己的知心姐姐，希望与她们保
持长期联系。该校教务处马主任激动地说道:

“我们以前也听过法制课，但是没有一堂能有今
天这样的效果，既发人深省又感人肺腑，实在是
太好了！我们学校的法制课老师因为有课仅仅
听了最后一部分，直言后悔应该调一下课从头听
到尾。总之谢谢你们，我们希望你们能每个学
期、每个月都来给我们上一堂法制课！”

▶为增强农村群众法治观念，做到学法、
守法、用法，运用法律保护自己，解决矛盾纠
纷。近日郑州市检察院联合惠济区检察院，
在惠济区连续开展多场村民代表普法大讲堂
活动，通过经典案例、微电影等形式，形象生
动地向村民代表普及了法律知识。

记者 王富晓摄影报道

突出执法监督 加强硬件建设

传递司法温情

金水区检察院“送法进校园”

三门峡检察院派驻市看守所检察室获全国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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