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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8 日上午，南京市浦口区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李征琴
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被告人李
征琴认可打了孩子，但并不认为自
己有犯罪行为。

据起诉书介绍，2013年6月，被
告人李征琴与其丈夫施某斌通过
安徽省来安县民政局办理了收养
施某的手续，并将其带回南京。
2015年 3月 31日晚，李征琴认为施
某考试作弊、未完成课外阅读作业
且撒谎，先后使用抓痒耙、跳绳对
施某进行抽打，造成施某体表分布
范围较广泛的挫伤。经南京市公
安物证鉴定所鉴定，施某躯干、四
肢等部位挫伤面积为体表面积的
10%，其所受损伤已构成轻伤一
级。公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征琴
犯故意伤害罪。

对于起诉书的内容，被告人李
征琴对指控故意伤害罪很有异
议，表示没有犯罪。李征琴称，打
宝宝是认可的，但没有打得那么
重，也不可能构成轻伤。（据央广）

方舟子、崔永元微博互掀骂战，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一审判决各打五
十大板。双方均不服提起上诉。9
月28日上午，该上诉案在北京市一
中院开庭。双方在法庭上均表示对
一审判决不满，都称法院偏袒了另
一方。庭审中，双方均提交了新证
据，并围绕“双方所发布的微博内容
是否构成侵权”等三个争议焦点展
开辩论。本案未当庭宣判。

方舟子、崔永元微博互掀骂战
始于双方对转基因食品安全存在分
歧。2013年12月起，双方由辩论演
变成为“网络骂战”，方舟子称崔永
元为“疯狗”、“僵尸主持人”等，崔永
元则称方舟子“坑蒙拐骗都干过”，
是“网络流氓暴力集团的头目”等。

2014 年初，方舟子起诉崔永元
微博名誉侵权，要求崔永元停止侵
权、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等
30余万元。案件审理中，崔永元以
方舟子微博侵犯其名誉权为由，反
诉方舟子赔偿67万元。2015年6月
25日，海淀区法院一审认定两人均
有部分微博构成侵权，判令双方各
自删除几十条侵权微博，在《新华每
日电讯》、腾讯微博网站首页（连续
24小时）向对方公开赔礼道歉，并互
赔对方4.5万元。（据《法制晚报》）

崔永元方舟子
骂战二审开庭

南京虐童案
养母否认犯罪

据新华社电 我国高速公路电
子不停车收费（ETC）已经实现全
国联网，2100余万ETC用户可以一
卡畅行全国。这是记者 9 月 28 日
从交通运输部 ETC 电视电话会上
获悉的。

据悉，我国公路网已进入“网
络化运行”的关键阶段。到2015年
底，将建立全国ETC联网运营管理
机 制 ，客 车 ETC 使 用 率 不 低 于
25％ ，非 现 金 支 付 使 用 率 达 到
20％；建成较为完善的ETC基础设
施网络，建立统一规范的ETC客服
体系，客服网点覆盖到县（区）级行
政区，用户服务更加便捷。

ETC 系统是指我国高速公路
联网不停车收费系统，车辆通过路
桥收费站不需停车、自动缴纳通行
费，实现高速公路通行费非现金便
捷支付功能。

我国高速ETC
实现全国联网

《扬子晚报》违规案件查处情况。2014年
12月19日，某网站刊发《成都男20张火车票送
女友 丈母娘一开心聘礼只要 50 万》的报道。
2014年12月21日，江苏《扬子晚报》未经核实，
将上述报道改编，以《男子抢20张火车票送女
友 岳母大悦聘礼减半》为题刊发。经查，此条
消息是某抢票软件企业炮制的虚假新闻。对
此，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依法对《扬子晚报》
作出警告、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

《武汉晚报》等违规案件查处情况。“李玉
刚在台北出家了”——这起由某微博首发的虚
假消息被互联网传播后，2014年 12月 2日，湖
北《武汉晚报》、《荆州日报》等媒体未经核实予
以转载。对此，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依法对

《武汉晚报》、《荆州日报》等媒体分别作出警
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和处理。

《南方都市报》原记者王星违规案件查处

情况。2014 年 12 月，王星在担任《南方都市
报》记者期间，在未采访当事人家属、单位和医
院的情况下，根据河南当地传闻，编写了《河南
平顶山女官员 3 个月前自杀 官方至今未通
报》一文，在微信公众号发布。经查实，该报道
关于女官员自杀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导致虚
假新闻传播，王星被报社劝退。对此，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依法将王星列入新闻采编不良从
业行为记录，5年内禁止从事新闻采编工作。

南都网等违规案件查处情况。2015年1月
13日，《南方都市报》所办南都网、新闻客户端
及法人微博发布《裸女跳河，救人者遭冷遇》的
新闻。2015年 1月 14日，海南《南国都市报》、
江苏《靖江日报》、山东《生活日报》未经核实，分
别转载了该新闻。经核实，这是一起将不同时
间发生在两地的两起事件拼接而成的虚假新
闻。对此，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依法分别对

上述媒体作出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并责令
南方都市报社将相关采编人员调离采编岗位。

湖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潇湘晨报》违
规案件查处情况。2015年6月12日，湖南广播
电视台都市频道《都市 1 时间》栏目播出题为

《长沙股民 170 万四倍融资全仓一股 两跌停
赔光跳楼》的新闻。6 月 13 日，《潇湘晨报》未
经核实，以《男子22楼坠亡 平时爱炒股 警方
排除他杀嫌疑，知情人称其重仓一只股票亏了
170 万》为题进行了转载。对此，湖南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责令湖南广播电视台对都市频道
总监、相关栏目制片人进行通报批评，对相关
采编人员作出调离岗位和全台通报批评的处
理；对《潇湘晨报》下达警示通知书，责令该报
对相关采编人员、部门主任和值班总编进行批
评并进行经济处罚。

(据新华社)

刊发虚假失实报道

9月28日上午，最高
检公布《关于完善人民检
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明
确，检察人员承办的案件
发生被告人被宣告无罪，
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确认
发生冤假错案，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逃跑或死亡、伤
残等情形的，一律启动问
责机制。

在司法办案工作中故意实施下列行
为的：

（一）包庇、放纵被举报人、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或使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
的；

（二）毁灭、伪造、变造或隐匿证据
的；

（三）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以其他
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

（四）违反规定剥夺、限制当事人、证
人人身自由的；

（五）违反规定限制诉讼参与人行使
诉讼权利，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

（六）超越刑事案件管辖范围初查、
立案的；

（七）非法搜查或损毁当事人财物的；
（八）违法违规查封、扣押、冻结、保

管、处理涉案财物的；
（九）对已经决定给予刑事赔偿的案

件拒不赔偿或拖延赔偿的；
（十）违法违规使用武器、警械的；
（十一）其他违反诉讼程序或司法办

案规定，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
有重大过失，怠于履行或不正确履

行职责，造成下列后果的：
（一）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出现重大

错误，或案件被错误处理的；
（二）遗漏重要犯罪嫌疑人或重大罪

行的；
（三）错误羁押或超期羁押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的；
（四）涉案人员自杀、自伤、行凶的；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毁

证、逃跑的；
（六）举报控告材料或其他案件材

料、扣押财物遗失、严重损毁的；
（七）举报控告材料内容或其他案件

秘密泄露的；
（八）其他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

最高检出台意见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

检察办案涉及检察长、检察官、业务部
门负责人和检察官助理等各类检察人员。

《意见》明确各类检察人员的职责权限，是
完善司法责任制的前提和基础。

《意见》完善了检察长职责，主要明确了
检察长对案件的处理决定权和行政管理职
能。原则规定检察官依照法律规定和检察长
委托履行职责，同时，要求省级检察院结合本
地实际，根据检察业务类别、办案组织形式，
制定辖区内各级检察院检察官权力清单。

《意见》界定了主任检察官的职责权
限。主任检察官除履行检察官职责外，作
为办案组负责人还负责办案组承办案件的
组织、指挥、协调以及对办案组成员的管理
工作，同时改革了业务部门负责人职责权
限，明确业务部门负责人应当作为检察官
在司法一线办案，同时，规范了业务部门负
责人的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

《意见》还明确了检察官助理在检察官
指导下办理案件的职责。

在明确各类检察人员职责权限的基础
上，建立“权责一致”的司法责任体系，构建科
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机制，是落实
司法责任制的核心。

最高检新闻发言人肖玮表示，近年来，
司法公信力不高问题较为突出，人民群众对
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冤假错案问题反映强
烈。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司法观念陈旧、司
法人员素质不高等方面的原因，但深层次的
原因在于司法体制机制不健全，其中就包括
司法责任制不完善。

《意见》根据检察官主观上是否存在故
意或重大过失，客观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或
恶劣影响，将司法责任分为故意违反法律法
规责任、重大过失责任和监督管理责任三

类，分别列举了各类司法责任的具体情形，
以及免除司法责任的情形，增强了司法责任
追究的可操作性。

《意见》通过科学划分司法责任，使办案
的检察官对自己的办案行为负责，作出案件
处理决定的检察官对自己的决定负责，把司
法责任具体落实到人。

《意见》从司法责任的发现途径、调查核
实程序、责任追究程序、追责方式、终身追责
等几个方面完善了司法责任的认定和追究
机制。对检察人员承办的案件发生被告人
被宣告无罪，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确认发生
冤假错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或死亡、
伤残等情形的，一律启动问责机制，核查检
察人员是否存在应予追究司法责任的情形。

赋予检察官相关办案权和决定权的同
时，必须相应地加强监督制约，保证公正司
法。

为此，《意见》在原来检察机关监督体系
的基础上，完善了多个方面的监督机制。全
面推行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实现办
案信息网上录入、办案流程网上管理、办案
活动网上监督。

《意见》规定，设立案件管理机构对办案
工作实行统一集中管理、流程监控，全面记
录检察官办案信息，实行全程留痕。建立随
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承办确定
机制。建立符合检察规律的办案质量评价
机制。依托现代信息化技术，构建开放动态
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关于司法责任追究程
序，《意见》提出，

由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对检察官是否应当承
担司法责任进行审议。

检察院纪检监察机构经调查认为应当
追究检察官司法责任的，报请检察长决定
后，移送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官惩戒委员
会审议，由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根据查明的事
实和法律规定作出无责、免责或给予惩戒处
分的建议。

惩戒委员会作为独立于检察机关的机
构，可以更加中立、客观地对检察官是否应
当承担司法责任作出判断。

（据新华社）

检察官对办案质量

终身负责
检察人员
哪些情况应承担司法责任？

1省院制定辖区内检察官权力清单

发生冤案或被告人逃跑一律追责

检察官办案信息实行全程留痕

15家媒体被查处
9月28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公开通报《扬子晚报》等15家媒体刊登虚
假失实报道的查办情况，15家媒体和17
名采编人员被处罚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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