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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跟党走永远跟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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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贡学董园园/文图

本栏目与商丘市检察院联办

商丘检察视角视角

探索创新 亮点纷呈
夏邑县人民检察院

民权县检察院办理
首例职务犯罪案

监察体制改革后

虞城县城管局举行法律规章制度知识测试

“立足检察职能，结合工作实
际，强化监督，探索创新。”近年来，夏邑

县人民检察院大胆尝试新的工作机制，勇于
探索先进经验做法，以创新机制为检察工作的动

力之源，努力攀登新时代检察工作新高地。依法履
责，加大立案监督力度；“一专二审三跟踪”审判监督工
作模式，提高了诉讼监督案件的办案质效；多部门联动
形成合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创新举措和先进做
法，夏邑县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工作，成绩满

满、亮点纷呈，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
效果的完美统一。

依法履责 加大立案监督力度

作为检察机关依法监督职权的
重要组成部分，侦查监督工作担负着
庄严的法律使命。

杨某、段某因销售非法生产的烟
草专卖品，被夏邑县烟草局当场查
获，当天就被移送到公安机关。在侦
查过程中，公安机关认为该案情节较
轻，便作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

夏邑县人民检察院侦监科检察
官通过“两法衔接”平台获得该案线
索后，马上着手启动审查程序，通过认
真梳理案情，检察官认为该案符合立
案条件。于是，检察官便向公安机关
发出《通知立案书》，但公安机关仍以
情节较轻为由不予立案。

检察官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侵
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必须依法办
理。为了履行监督职能，依法打击侵
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检察官再次向
公安机关发出《通知立案书》，监督公
安机关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

检察官的两次建议，引起了公安
机关的重视，最终决定立案，对杨某、
段某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后经过公
安机关提请，夏邑县人民检察院对杨
某、段某作出了批准逮捕决定。

其后，夏邑县人民法院以涉嫌销
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杨某
有期徒刑 10 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 6000 元；判处段某有期徒刑

6 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3000 元。
该案办理过程中，侦监科检察

官充分履行侦查监督职能，及时监
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体现了检
察机关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案件的坚定决心，震慑了侵犯
知识产权的犯罪分子，为共
同保护知识产权和营造规
范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提
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2018年6月1日，该案
被 河 南 省 检 察 院 评 为

“全省检察机关侦查监
督部门十大保护知识
产权典型案例”。

“一专二审三跟踪”提高诉讼监督案件质效

“一专二审三跟踪”是夏
邑县人民检察院创新的审判
监督工作机制。所谓“一专”，
即打造一支专业化的办案团
队，提高案件办理的质量。

为此，该院专门抽调理论
知识丰富，业务水平高的青年
骨干，进行“回炉”深造。集中
组织学习新的司法解释等知
识，并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检
察内网、业务期刊等途径，学习
先进诉讼监督经验。

专业化办案，不光业务知
识要专业化，办案流程也要规
范化。接到判决书后，案件承

办 人 首 先 要 进 行 一 次 预 审
查，提出案件可能存在的抗
点。然后，再将审查结果和意
见提交到裁判审查小组再进行
一次审查，并与之前的审查结
果进行比对，一旦发现问题，迅
速向上级反馈，提出抗诉意见。

另外，在办案过程中，不
能简单地一抗了之，还要持续
跟踪案件进展，及时督促法
院尽快移交卷宗，并与法院
承办人沟通抗诉意见，表明
抗诉观点，提高诉讼效率。

吴某因盗窃被提起诉讼，法
院一审审理后下达了判决书。

检察官在对判决审查的过程
中发现，法院并未在一审判
决中写明追缴或责令退赔
的内容。为此，检察官根
据“一专二审三跟踪”工
作机制，及时审查并提
出建议，后将审查情
况向商丘市人民检
察院汇报，并与法
院沟通。因案件
案情简单，事实清
楚，法院直接改
判，切实维 护
了 受害人的
合法权益。

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近年来，性侵儿童案件呈频发、
多发态势，不但对受害未成年人造
成了极大的身心伤害，也产生严重
社会影响。夏邑县人民检察院在加
大办案力度、依法严惩犯罪分子的
同时，也在积极探索保护未成年被
害人的有效措施。

为了减少类似案件的发生，夏
邑县人民检察院牵头夏邑县关工
委、团委、妇联、法院、公安局、教体
局等 7 个单位，率先在商丘市联合
会签了《关于加强性侵案件未成年
被害人防护工作的意见》。

同时，该院还引入“一站式”取
证，全面心理疏导等工作机制，通过
采取过程保护、全面保护和综合保
护等一系列措施，为性侵案件中的
未成年被害人提供全方位保护。

另外，该院还努力构筑社会、学
校、家庭“三位一体”的未成年人法治
教育体系，在全面开展“送法进校园”
活动的基础上，还在夏邑县太平镇探
索建立了“关爱明天”工作室，并选取

部分学校、社区等建立了青少年法治
教育基地，还聘请了心理咨询师。

夏邑县人民检察院以此为
平台，组织检察干警定期开展
法治宣传、警示教育等活动，
使“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得
到有效贯彻落实，实现了法
治教育常态化、全覆盖。

2014 年以来，该院共
举行“模拟法庭”“普法座
谈会”等各类法治宣传
活动 100 余次，受教育
师生 5 万余人次。宣
讲课件《法在身边
我们同行》被省检
察 院 评 为“ 送 法
进校园”优秀宣
讲 课 件 ，还 有
一 名 干 警 被
省检察院表
彰为“优秀
法 治 宣 讲
员”。

送法进校园活动现场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7月3日上午，在
睢县白庙乡李口村有60年党龄的卢秀真老人家里，在睢县县委常委、
县委政法委书记赵明的带领下，20名胸前佩戴党徽的党员庄严地举起
右手再次面对党旗宣誓。这是睢县县委政法委党支部举办的“永远
跟党走”主题党日活动现场。 记者何永刚通讯员王庆锋摄影报道

“失踪”老赖在网吧里被抓了
本报商丘讯（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王建华 张艳

慧）7 月 1 日，商丘市梁园区法院执行干警迅速出动，
在某网吧成功拘传一名失信被执行人杨某孟。

2015 年 10 月，杨某孟向南某龙借款 6.26 万元，并约定
了利息。到期后，南某龙多次讨要无果后，将杨某孟和商丘

某商贸有限公司诉至梁园区法院。
经调解，原告南某龙与被告杨某孟、商丘某商贸有限公司

达成协议，两被告于 2016年 5 月 1 日前付清原告南某龙借款本
金 6.26 万元。否则，按照借款协议约定，支付南某龙利息。协议生

效后，被告仍不履行还款义务，南某龙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
程序后，杨某孟不但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还玩起了“失踪”。

当日，执行法官在网吧将杨某孟拘传后，经调解，双方达成执
行和解协议，杨某孟当场支付申请人 3 万元，剩余借款在 2018 年 11

月 1 日前履行完毕。

本报商丘讯（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贾 震）近日，虞城县城管局举行法律
法规规章制度知识测试。全局各部门干部职工参加了此次测试。

此次测试采取开卷形式，主要考核全局干部职工对该局党组每年提出的工
作目标和主题词的理解情况，对城管局规章制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一线执法

程序的掌握及应用情况。测试成绩将纳入年终绩效考核。
参加测试的城管执法人员纷纷表示，通过测试，既对规章制度、法律法规及业

务知识有了进一步了解，让大家找到了自身差距，又增强了学习热情。本次测试对
规范城管执法人员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质量，全面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提升城管执

法队伍形象，具有很大推动作用。
据悉，测试之前，该局还采取分口集中学习、队室人员交流和平时自行学习相结合的方

式，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对政治理论、规章制度、法律法规和相关业务知识进行了学习。

◀6 月 29 日，商丘市公安局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庆祝
中国共产党建党 97 周年升旗仪式”。全体党员民警重温了入党誓
词，回顾了中国共产党 97 年的光辉历程，歌颂了党的光辉业绩，传承了
党的优良作风。 记者何永刚 通讯员 王超摄影报道

本报商丘讯（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李晓辉 杜文）近日，民

权县检察院依法受理该县监察
委员会移送起诉的王某涉嫌贪

污、挪用公款、骗取贷款一案。这
是监察体制改革后，民权检察机关

办理的首例职务犯罪案件。
2015年，王某任民权县孙六镇伏土山

村包村干部期间，编造了70名贫困户名单，
伪造相关资料，向县扶贫办、县财政局申请互

助金20万元。2017年1月25日，王某以贫困户
赵某某等人的名义以20万元互助金存单作质

押，从银行贷款6万元，挪为己用，且未主动归还。
2016年年初，在负责该村150户贫困户申

报到户增收项目时，王某私自为150户贫困户开户，
并将账号信息上报。待县财政局将项目扶贫资金60

万元汇入账户后，王某多次自己或安排他人取出59.6
万元。在该项目结算时，王某安排果苗供应商开具

虚假收据，虚报购买苗木款，并将76883元据为己有。
2017 年 6 月 29 日，王某通过伪造买卖合同等

贷款资料，以贫困户李某某贷款的名义，从民权县
农村信用社骗取贷款 30 万元自己使用。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