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密工作获评市级先进

本报讯 近年来，鲁山县检察院从强化领
导、健全组织、完善管理入手，坚持“高起点建
设、高标准管理、高质量运作”，坚持“三个到
位”，全面筑牢保密防线，被评为全市保密先
进单位。

一是深化学习到位。该院将深入学习贯
彻《保密法实施条例》作为重要内容，通过自
学、集体学等方式，增强了全院干警的保密意
识，使每一位干警都能把保密变成日常习惯，
实现了从“要我保密”到“我要保密”的提升，
筑牢了保密防线。

二是深化宣传到位。利用现有资源，将
相关保密制度、上级院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解
决的对策等内容，放在检察内网醒目位置，将
保密工作有关规定设置成“浮窗”，使保密工
作有章可循，全体干警能够随时受到提示、警
醒，做到预防在前，杜绝隐患。

三是队伍建设到位。选拔政治素质高、
业务能力强的人员从事保密工作。增强保密
人员创新意识、责任意识，不断强化学习，切
实提高保密技能。为所有电脑建立了台账，
按照“谁使用谁负责”原则，做到责任到人，并
对各项工作任务细化分解，实现了规范管
理。 （冯国凯 陈鸿江）

成功举办迎五一系列活动

本报讯 为丰富干警的精神文化生活，全
面展现检察干警健康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
面貌，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和团队协作精神，过
一个快乐的节日，鲁山县检察院于 4月 28日
举办了迎五一系列体育活动，全院 70余名干
警参加了比赛。

此次活动设立拔河、一分钟跳绳、两人三
足走、跳棋4个比赛项目，集趣味性、娱乐性、
协作性和竞争性于一身，由该院四个党支部
选派干警参加。此次活动以“健康生活、快乐
工作”为主题。赛场上，广大干警表现出了强
烈的集体荣誉感和奋勇拼搏、勇争第一的精
神风貌。参赛干警在一动一静中充分展现自

己的实力和智慧，使比赛成为愉悦干警身心、
增进友谊、发扬团队协作精神的载体。

这次活动赛出了成绩，赛出了激情，展现
了该院干警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将对该院
检察文化和队伍建设起到有力的推动作
用。 （张璎南陈鸿江）

成功化解一起信访案件

本报讯 近日，鲁山县检察院在信访接待
中，遵照诉访分离原则，配之合适的情理引
导，成功化解一起赴京访案件。

信访人徐某，男，43 岁，农民。2015 年 3
月 6 日上午，徐某及其妻来到该院控申接待
室，控告鲁山县森林公安分局不作为，放任盗
伐林木犯罪分子，强烈要求检察院对公安机
关不立案的行为进行监督。

经了解，徐某长年在北京做生意，今年春
节前回家，发现自家老宅院内的 10棵杨树被
伐，随即向鲁山县森林公安分局报案。公安
机关经调查，发现砍树系徐某的二哥授意其
子所为。徐某与其二哥存在民事纠纷，无犯
罪事实存在，遂作出不立案决定。

徐某对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不服，声称
如果检察院不能很好地解决，将去国家有关
部门上访。该院及时受理了该案，检察干警
认真听取了徐某及其妻子的诉求，审查了其
提供的材料，同时对其劝解，引导其依法上
访。经调阅卷宗材料，发现公安机关的做法
并无不当，徐某要求立案监督的理由不能成
立。徐某不服该院的审查结论，仍然坚持要
去北京上访。

为彻底化解该起案件，该院邀请当地司法
所和村委会人员作为第三方参与调解，徐某与
其二哥终于达成协议。双方和解，徐某表示不
再上访，案件得到顺利化解。（王子源陈鸿江）

以“三个树立”为引导
提高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质量

本报讯 近日来，鲁山县检察院采取三项
措施，逐步提高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质量，促
进规范司法。

一是树立问题导向，认真排查存在的问
题和原因。结合省院情况通报和自身实际，
发现制作的审查案件逮捕意见书在文书格
式、内容、证据方面，存在未严格按业务应用
系统操作、内容不完整或冗长烦琐、未正确使
用法律术语、证据分析不全面等问题，并找准
其原因在于责任心不强，重实体、轻程序、严
格办案、依法办案的理念尚未牢固树立。

二是树立证据意识。首先，规范使用统
一业务应用系统，严格遵守办理程序、期限要
求，严禁擅自修改文书模板的格式、内容。其
次，书写内容要完整、精炼，正确使用法言法
语。案件事实要客观、全面、准确地表述。最
后，规范使用证据。摘录证据时要全面、完
整、准确，注重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
性，并对证据进行归类和排列。证据分析要
到位，采信证据要说明依据。

三是树立精品意识，依法规范文书格式
和要求。结合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活动，
引导干警牢固树立“文书制作无小事”和“没
有干不好的工作，只有不负责的干警”的理
念，增强工作责任心。对审查逮捕案件意见
书定期进行点评、评比，把优秀文书作为蓝
本，要求全科干警进行观摩、学习和参考，以
提高制作水平。 （曹利亚 张菲菲）

反贪干警应当具备多种能力

本报讯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检察
机关作为反腐败建设的主力军，人民群众给
予更高的期望和要求，作为一名合格的反贪
干警，需要具备以下多种能力：

一是调查研究和做群众工作的能力。研
究新情况新问题，深刻把握新形势下贪污贿
赂案件呈现的特点和规律，才能有的放矢，找
准查办案件的目标、方向和重点。获取案件
线索、查处案件均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配
合。因此，一名优秀的反贪干警，必须能熟练
地和人民群众打交道。

二是摸排线索和突破案件的能力。摸排
出一个好线索相当于成功的一半。如何发现
线索，考验着反贪干警的能力和水平。许多
贪污贿赂案件证据单一、犯罪嫌疑人反侦查

能力较强，如何选准突破口，顺利突破案件，
是办案成功的关键。

三是熟练运用高科技设备和接受法庭质
证的能力。必须熟练掌握运用高科技侦查设
备的能力，为全面收集固定证据、追逃犯罪嫌
疑人提供有力支撑。

四是在镜头下办案和熟练运用办案系统
的能力。同步录音录像必须做到全程、全部、
全面，不能删改和剪辑。同时，按照高检院的
统一要求，所有案件进入统一的办案系统，但
目前仍有部分干警不会熟练运用新的办案系
统，需要引起重视。（潘天民 陈鸿江）

三项措施护航村“两委”选举

本报讯 2014 年底鲁山县农村“两委”换
届选举期间，鲁山县检察院统筹各方力量，采
取三项措施，在重点乡镇营造出“公开、公平、
公正、廉洁”的选举环境。

一是送法下乡，营造依法选举氛围。农
村“两委”换届前夕，该院组织各业务部门在
重点乡镇开展“送法下乡”活动。设置法律咨
询台、发放宣传材料、发送预防短信，通过多
种方式对选民进行法律法规宣传，号召广大
选民依法行使选举权，自觉抵制拉票、贿选等
不正之风。同时，利用村务公开栏、宣传栏
等，张贴选举程序宣传海报等材料，努力营造
出依法选举的氛围。

二是制作卡片，搭建廉洁选举桥梁。在
选举过程中，该院结合全县开展的“一警两干
进一村”活动，要求每个干警在走访群众时，
向群众发放“检民联系卡”，及时收集群众的
意见、建议。同时，入村干警配合驻村干部对
换届选举的重点村、难点村进行实时监督，对
发现可能影响选举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有
针对性地采取防范措施。

三是开展警示教育，筑牢“新官”廉政防
线。乡镇换届选举完成后，该院对新任农村

“两委”干部开展警示教育活动，组织观看廉
政教育宣传片，发放预防宣传手册，提高村

“两委”人员的法治意识、廉洁意识，促进其依
法办事。

（梁镇生 杨五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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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县检察院：多措并举勇于创新 全面提升检察干警素质

2014 年 8 月份，南乐县谷金楼
乡某村小学因校园内杨树影响到
教室采光，学校校长找到了村委会
主任，提出让村委出面将校园内的
杨树砍伐掉。随后，村委会召开了
全体会议，一致同意将学校内的 50
余棵杨树全部砍伐，并用砍伐树木
卖的钱偿还村内修路欠款。之后，
村委会法人代表赵某安排人采伐
树木，但并没有安排人到相关部门
办理采伐许可证。没几天，村委会
将村小学内的 50 余棵杨树全部砍
伐。

8月24日，南乐县林业派出所接
到群众举报赶到采伐现场，随即进
行了调查取证，并向南乐县检察院
移送审查起诉。案件侦办过程中，

赵某积极配合，主动承认了犯罪事
实。南乐县检察院审查后，以滥伐
林木罪将赵某和该村委会起诉至法
院。

近日，南乐县法院审理了该起案
件，以滥伐林木罪判处村委会罚金
5000 元，村委会法人代表赵某罚金
2000元。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单位以
及法定代表人赵某，无证滥伐林木，
数量较大，已经构成滥伐林木罪，赵
某系村委会直接负责人，亦以滥伐林
木罪追究刑事责任，遂作出了上述判
决。（记者 李梦扬 通讯员 闫伟东 王
文峰）

未办理砍伐许可证滥伐树木

村委会和村委主任受刑罚

2013 年 12 月初，32 岁的南阳市镇平
县石佛寺镇青年杨某为还债，到平顶山市
某投资担保公司，自称是从事玉器加工的
商人，急需资金到广东省平洲购买玉石毛
料，并称其在广东省四会市有四间玉器店
面、在南阳镇平有两间门面房可以做抵
押。后杨某带领平顶山市某投资担保公
司业务员袁某前往广东省四会市国际玉
器城其表兄刘某的赏玉阁店面考察，其事
先与刘某通谋，声称该店面是二人合伙经
营；又带领袁某前往南阳市镇平县看其两
间门面房,并隐瞒了其父杨某某已将该两
间门面房向南阳村镇银行作抵押的事
实。骗取袁某信任后，12 月 15 日，杨某与
平顶山市某投资担保公司签订 200 万元
借款合同。平顶山市某投资担保公司扣
除保证金 6 万元、当月利息 12 万元后，以
转账和现金形式给杨某 182 万元。该款
被杨某用于赌博挥霍和还债。

平顶山市湛河区法院近日审结了该
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杨某有
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
10万元；责令被告人杨某退赔平顶山市某
投资担保公司人民币182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在签订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担保公司钱财
182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
同诈骗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
关规定，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张书凤）

自称商人骗人钱
合同诈骗获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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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用完，疼痛、肿胀、僵硬、蹲不
下去、站不起来、上下楼费劲等现象基本
消除。用完三个疗程，关节轻松伸屈，自
由活动，跑步打球都没问题。拍片检查，
骨刺不见了，积水消失了，原本狭窄的关
节间隙变得正常了，再也不用担心换关节
了。 王阿姨激动不已地打进电话说，她
饱受膝关节病折磨十年之久，上下楼关节
疼痛、久坐站起时关节僵硬迈不动步，拍

片诊断为膝关节退行性变、滑膜炎、骨质
增生、关节间隙狭窄，最近听说“百灵奇草
神贴”问世，没多想就买了 10盒，用药当天
就有好转，一个多月，就好得利利索索……

现年 98 岁的骨病权威谭永海经过 40
年临床深入研究，终有良药“百灵奇草神
贴”问世。方曰：天麻 30g、石斛 30g、半夏
40g、黄柏 50g、鱼腥草 50g、威灵仙 50g……
磨成粉，加入芝麻油中，熬制成膏，窖藏 49

天，摊于布上，贴在患处，不管病情有多
重，病史有多久，大都能立竿见影。

厂家特别提醒：“百灵奇草神贴”连续
六年全国销量第一，迎店庆十周年回馈：
原价 136元/盒/5贴，五盒起可享受厂家补
贴价 19元/贴（免费邮寄，药到付款）

骨病热线：0371-60928408
活动地址：郑州市河医立交桥郑大一

附院门诊往南 200米路东（聚仁堂药房）

老中医19元黑膏药 专治“骨关节病”
迎店庆十周年 厂家回馈新老客户：原价136元/盒/5贴 现只需19元/贴 良心产品无效退款退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