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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政法系统扎实推进平安河南建设全省政法系统扎实推进平安河南建设、、河南法治建设河南法治建设、、过硬政法队伍建设过硬政法队伍建设，，
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砥砺奋进的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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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新跨越

2015 年，省检察院成立了刑事执行检察局，不断强化
刑事执行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打造了一支素质过硬、能
打硬仗的刑事执行检察队伍。

案例
新乡市某单位职工周某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同年 9 月 10 日被执行
逮捕，12 月 14 日被新乡市中级法院指定由新乡市凤泉区
法院管辖，2016 年 6 月 27 日，周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周某某不服，提出上诉，该案又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
被指定新乡市原阳县法院审理。

这起事实、证据都不复杂，但两级法院却在长达近两
年时间里没有审结的案件，引起了新乡市卫河地区检察
院派驻看守所检察官的注意。他们通过认真审查发现，办
案部门在对该案多次审理中，已经存在对当事人超期羁押
11天的违法行为，且办案程序违法。新乡市卫河地区检察
院向新乡市检察院提请，由新乡市检察院向审判机关发出

《变更强制措施通知书》，此后又发出《关于周某某案件进展
情况的监督函》，在检察机关的有力监督下，该案办案机关
于 2017年 5月对周某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审理
此案的法官称赞驻所检察室干警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

做法
省检察院党组十分重视和支持刑事执行检察队伍专

业化建设。2015 年，蔡宁等院领导多方协调，经省检察院
党组请示省委批准，省检察院成立了刑事执行检察局，在
省检察院党组的督促指导下，全省各级检察院也先后成
立了刑事执行检察局。郑州市、新乡市分别成立了专业
的刑事执行检察院——郑州东城地区检察院和新乡卫河
地区检察院，在体制机制上为刑事执行检察专业化建设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干警较高的政治和专业素质，是敢办案件、办好案
件的压舱石。”省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局局长耿全红告诉
记者，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深入开展争先创优活动，提
升全省刑事执行检察干警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的职业素
养，并组织开展了学习全国模范检察官张飚和全国模范
检察官李建中、坚守驻看守所检察室岗位 18 年的柘城县
检察院检察官殷修波以及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的新郑市检
察院驻看守所检察官陈玉柱等同志先进事迹的活动；注
重加强业务培训、岗位练兵，省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局配
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新乡市检察院培训中心筹办了“全
国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座谈会暨重点业务培训
班”，在 2016 年举办了三期全省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业
务培训班。另外，为了提高全省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
干警学习业务、研究问题的积极性，省检察院刑事执行检
察局积极组织全省刑事执行及派驻监管场所检察业务骨
干开展对最高人民检察院重点理论课题研讨等活动。

——全省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规范化信息化专业化建设纪实
□记者 吴元成吴倩 郭跃华 特约记者 吕峰 刘怀印 李昀芝/文 记者 王富晓/图

2016年，全省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
部门按照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蔡宁
提出的“理性监督、注重质量、讲究方法、
提升效果”工作理念，积极履行职责，各项
业务取得骄人成绩：查办职务犯罪案件
数、核查纠正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数、
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提出建议被采
纳率、书面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违

法或不当数均居全国前列。在全国刑事
执行检察四项核心业务中，河南省检察机
关是唯一全部进入前10名的省级单位。

2017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执检厅
专门向省检察院发函祝贺。河南省刑事
执行检察部门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可喜
的成绩？记者近日走进河南省检察院进
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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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被判处刑罚却没有及时送
交监狱执行，刑罚的公正性和权威
性何在？检察机关决不允许！”周新
萍向记者介绍，2016 年，在省委政法
委的组织领导下，通过排查摸底，全

省检察机关对发现的被撤销假释、
撤销缓刑或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消失
但尚未收监执行的罪犯逐一开展监
督收监执行活动，监督纠正率位居
全国前列。

全省检察机关加强派驻监管场所检察室“两网一
线”建设，有效实现了基本信息共享和对派驻监管场
所的动态检察监督，进一步严格了办案流程，也提升
了发现案件线索的能力。

数字
●2016 年，全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发生在监管

场所的职务犯罪案件 262 件，其中贪污贿赂案件 151
件，渎职侵权案件 110 件。据统计，2016 年，全省检察
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有相当一批案件的线索是通
过监控系统发现的。

案例
2014 年 4 月，河南省某县看守所发生了一起严重

的泄露案件秘密事件，导致一起涉嫌重大贿赂犯罪案
件的犯罪嫌疑人翻供，使侦查工作一度陷入困境。事
件发生后，该县检察院派驻看守所检察室迅速开展调查
工作，他们通过回放与看守所联网的24小时不间断监控
录像，最终锁定了该县看守所干警刘某。经过进一步侦
查查明，犯罪嫌疑人家属为了帮助犯罪嫌疑人逃避侦
查，给刘某送钱物，请其帮忙传递信息，让犯罪嫌疑人翻
供。刘某收受贿赂后，利用工作便利给犯罪嫌疑人传递
了信息。鉴于刘某的行为已经造成严重后果，涉嫌构成
犯罪，检察室报请该县检察院对刘某以帮助犯罪分子
逃避处罚罪立案侦查，刘某最终被法院作出有罪判
决。

这是河南省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利用监控系统侦查
危害监管秩序和监管安全的一起渎职犯罪典型案例。

做法
利用派驻监管场所检察室监控系统查找涉嫌犯

罪的蛛丝马迹，已经成为检察机关查办发生在监管场
所职务犯罪案件的重要手段。

邢某涉嫌抢劫犯罪被羁押在我省某市看守所。
在侦查阶段前期，他一直承认犯罪事实。在审查逮捕

讯问时，邢某忽然翻供。检察院驻所检察室通过执检
独立监控系统，调取邢某近段时期的活动视频记录，
发现看守所干警张某曾经把邢某单独叫出去。驻所
检察官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张某和邢某是一个村
的，张某不但教唆邢某翻供，而且还替其联系了 5 名
虚假证人作伪证。在收集足够证据后，检察机关对张
某立案侦查，最终法院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判
处张某有期徒刑 8个月。

近年来，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省检察院刑
事执行检察局大力推进派驻监管场所检察室“两网一
线（派驻检察室与监管场所信息联网、监控联网和检
察专线网支线）”建设，着手推进减刑假释网上办案平
台和社区矫正信息平台建设，构建与刑事执行机关数
据信息网络交换平台。省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局积极
与有关部门协调，推进列装加密机工作，把工作重点放
在分支网络和分级保护建设上。同时，针对统一业务应
用系统执检子系统上线运行工作要求，不断加强业务指
导，抓好培训工作，仅 2016 年以来，省检察院刑事执行
检察局先后举办三期专题培训班，近 400 名刑事执行
检察干警接受培训，确保了执检子系统部署运行。

我省各地市检察机关也注重加大信息化建设力
度，辉县市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室同检察院技术部门
配合，通过与该县网通公司共同论证和模拟实验，成
功引入光纤通信专线技术，解决了派驻检察室与派
出检察院局域网互联互通难题，同时他们十分重视
安装保密设备，确保信息安全。荥阳市检察院派驻
监管场所检察室独立监控系统与检察内网连接，检察
长在办公室可以随时巡回检察看守所情况，监控录像
可以存储 30天。

截至 2016 年年底，全省检察机关超过 90%的派驻
监管场所检察室完成了“两网一线”建设，实现了内部
基本信息共享和动态监督管理。信息化建设的进步，
提升了派驻监管场所检察室的信息技术运用能力，为
进一步严格办案流程、规范监督行为、增强监督效果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向专业化跨越

业务

全省检察机关推动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各项
业务向符合司法特点的规范化模式转变，提高
了工作效率，提升了司法规范化水平。

数字
●2016 年 4 月，全省检察机关实现了羁

押必 要 性 审 查 案 件 上 线 运 行 ，当 年 ，通 过
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依法提出释放或变
更强制措施采纳数占执行逮捕数的 6.85%，
提出的建议被采纳率位居全国前列。

●2016年，全省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
门及各派驻检察室仅就监督财产刑执行向有
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 1531 人次，监督执行
2477人，执行金额 2702.68万元。因工作突出，
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周新萍在全国检察机关财
产刑专项检察活动推进会上作了经验发言。

案例
2016 年 1 月 27 日，灵宝市焦村镇村民李

某某、冯某某酒后因琐事发生厮打，均构成轻
伤，二人均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执
行逮捕。灵宝市检察院派驻看守所检察室在
收到当事人家属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后，
发现该案属于轻微刑事案件，符合羁押必要
性审查的条件，便对犯罪嫌疑人家庭进行实
地走访，听取社区意见。在刑事执行检察人
员的主持下，二人达成了和解协议，分别出具
了谅解书。同年 8 月 18 日，灵宝市检察院举
行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公开听证会，邀请市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
及村委、社区代表参加，参会人员一致同意对
二人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参会人员认
为，羁押必要性审查可以减少不必要或不正
当的羁押，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
权益，节约了司法资源，化解了社会矛盾。灵
宝市检察院采纳了听证会意见，该案件的办
理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做法
羁押必要性审查是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

察部门的一项重要检察业务。省检察院积极
创新羁押必要性审查办理方式，制定了《关于
贯彻落实〈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
案件规定〉的几点意见》，将羁押必要性审查
作为刑事执行检察业务应用系统的独立模
块，由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直接线上办理，制定
了相应的工作流程图和相关法律文书，推动
该项工作向规范化办案模式转变，提升了司
法规范化水平。

与此同时，全省检察机关推动刑事执行
检察部门其他业务向规范化转变。

向规范化跨越
“我们变被动为主动，通过强化出

庭监督，有效发挥了刑事执行检察部
门在减刑、假释工作中的监督作用。”
省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局局长耿全红
告诉记者。

据介绍，检察机关开展的减刑、假
释、暂予监外执行检察工作，主要体现
为刑罚执行机关的减刑、假释、暂予监
外执行呈报、提请审批和审判机关的
判决、裁定活动的监督，而庭审监督是
刑罚变更执行监督的关键环节。为加
强和规范庭审监督，省检察院刑事执
行检察局要求全省检察机关执行检察

部门在出庭工作中注重强化庭审的示
证、质证作用，从而有效发挥检察机关
的监督作用，推动减刑、假释庭审从

“形式公开”走向“实质公开”。为了缓
解省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出庭人
员少、任务重的压力，经蔡宁批准，省检
察院任命了18名下级院业务骨干为省
检察院助理检察员，协助省检察院出席
庭审监督；实行异地交叉出庭，提高监
督效果。2016年省检察院刑事执行检
察局共安排异地交叉出庭活动四批次，
对一批无期徒刑拟减为有期徒刑罪犯
的庭审提出法律监督意见，有效保证了

减刑工作依法规范开展。
我省各地市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

察部门也进一步明确了对刑罚变更执
行的提请、审理、裁定、决定、执行等各
个环节的同步监督，及时监督纠正所
发现的各种违法问题，有效维护了刑
罚执行的公平公正。如鹤壁市检察院
探索建立重点罪犯信息资料库，逐步
建立刑罚变更执行内部分级审查、备
案等制度，严把适用条件和法定程
序。2016年，全省检察机关对减刑、假
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提出书面纠正
意见数居全国前列。

■创新减刑、假释庭审检察方式

■创新社区矫正执行检察方法

对服刑人员社区矫正执行活动开展
检察监督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法律赋予
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全省检察机
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从“找准职能定位、
突出工作重点、创新监督方法”入手，把
监督关口前移至交付执行环节，注重监
督社区矫正中的交付执行、监督管理、社
区矫治、变更执行和终止执行等环节的
活动，并把监督工作重点放在防止脱管、
漏管方面，加大核查纠正力度。全省各
级检察院积极探索创新社区矫正执行监

督方式方法，开封市检察机关实行定期
走访、随机抽查、跟踪监督等方式，监督
社区矫正机构完善对社区服刑罪犯的监
管措施；焦作市检察机关针对社区矫正
检察工作建立了各基层院逐月自查上
报、市检察院专项检查与重点抽查相结
合的工作机制，做到了底数清、情况明。
这些措施有效提升了社区矫正监督效
果。2016年，全省检察机关依法监督纠
正监外执行违法、核查纠正监外执行罪
犯脱管、漏管考核位居全国前列。

■开展集中清理判处实刑罪犯未执行刑罚活动

办案

向信息化跨越

全省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座谈会全省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座谈会

羁押必要性审查集中告知羁押必要性审查集中告知

业务竞赛上机操作

执行检察干警开展监所安全大检查执行检察干警开展监所安全大检查

省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局局长耿全红查看规范化检察室建设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