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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调解检察监督中存在的
问题及原因

一、事调解申请监督案件线索少，受理条
件把握不准

近年来，很少有涉及“两益”的调解案件，
大多数案件来源为案外人申诉，即属于可能损
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

二、对民事调解案件监督的成功案例较
少，尚难以总结提炼值得推广的办案经验

“两高”会签《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
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后，检
察机关加大了调解监督力度，办理此类案件有
所增加，但民事调解监督的案件来源、案件线
索处理及案件办理，缺乏比较成熟的办案经验
总结。

三、调解监督中调查核实任务重、难度大，
影响对违法调解的有效监督

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调解协
议很少进行实质性审查，通常情况下调解过程
透明度不高，法院原审案卷中能够呈现诉讼过
程的材料较少，调解书制作时对事实认定及法
律适用阐述要求不高，使得调解案件进入检察
监督程序后，检察机关作为事后审查的“局外
人”难以窥其全貌，加重了调查核实难度。

四、法定监督范围较窄，监督方式不足，难
以发挥检察监督的应有作用

检察机关对民事调解书的监督范围一般

限于“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由于概
念、范围、类型等目前并无权威界定，在实践中
检察机关不容易准确把握其范围，影响了检察
监督作用的发挥。

如何加强民事调解检察监督
一、增强调解监督的信息获取能力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对于民事调解检察

监督职能和办理的调解成功案例，要通过新闻
发布会、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体加大宣传力
度，增加社会各界的了解和认可。二是强化
从网络信息中发现案件线索的能力。检察机
关应主动增强从新闻媒体、网络论坛中捕捉
案件线索的能力，及时发现各种违法调解线
索，对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进行重点摸查、核实。三是加强检察机关内
部各部门之间的配合与协作，对于刑事案件
办理中发现的虚假调解、违法调解线索，及时
移送民行检察部门办理。四是建立健全与法
院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案情通报制度。尽快实
现网络互通、信息共享，提高检察机关对案件
信息的掌握能力。

二、进一步拓展调解监督范围
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对调解的

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限定为损害“两益”的调
解书，将损害当事人一方合法权益和第三人合
法权益的案件排除在外，从形式上将没有制作
调解书的调解活动排除在外。而当事人可以

就确有错误的全部调解书申请再审，人民法院
可以就确有错误的全部调解书决定再审。无
论是从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保护，还是从公权
力纠错的制度安排来讲，将违反自愿与合法原
则的调解书排除在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与再审
检察建议范围之外，缺乏正当性依据。

三、强化调解监督手段
“两高”《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

实施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对人民法院
如何处理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再审检察建议和
检察建议作出了规定，但由于修改后民事诉讼
法实施在后，实践中人民法院比较普遍地认为
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再审检察建议和检察建
议处理程序，所以大多没有按照“两高”会签文
件的要求进行处理。

四、构建调解监督合力机制
一是加强与控告部门的联系沟通，规范调

解案件的受理，确保符合受理条件的调解案
件进入监督程序。二是加强与监察部门的联
系沟通，注意发现刑事案件隐藏的虚假调解、
违法调解线索。三是积极探索与人民法院调
解活动的衔接机制，如人民法院将涉嫌拒不
履行判决裁定罪的被执行人移送公安机关
时，将案件情况告知人民检察院的告知机制
等。四是建立健全与公安机关的协作机制，
对于虚假调解、恶意调解涉嫌犯罪的，建立线
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加大对违法犯罪行为
的查处力度。

□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梁辉珍

本报新乡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夏兴宇 葛二
磊）原阳县检察院结合工作实际，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以创新促规
范，不断提升审查逮捕质效，取得
了良好效果。

一是建立重大监督事项案件
化工作机制。该院实施重大监督
事项案件办理工作机制，制定出台
了《重大监督事项案件化工作细
则》，规范了监督案件的办理流程。

二是建立审查逮捕跟踪工作
机制。初步审查——该院应公安
机关邀请，对拟报捕的重大案件提
前介入，对案件事实和现有证据进
行综合评判，对侦查工作提出建
议。引导取证——该院在案件审
查逮捕期间，审查案件的同时引导
侦查机关取证，对欲批捕但证据尚
有欠缺的案件，列明侦查提纲，督
导调查取证。跟踪监督——对逮
捕或不捕案件，侦监部门以《逮捕
案件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和《不
捕案件补充侦查提纲》为切入点，
跟踪督促侦查机关进行证据补充，
同时送达公诉部门进行督导。

三 是 建 立 容 错 纠 错 工 作 机
制。该院建立“错题台账”，汇总各
类案件出现的案件质量问题，干警
集体学习，逐案剖析，进行归类总
结，研究制定整改措施，杜绝类似
问题的重复出现；建立“判决书台
账”，跟踪审查逮捕案件的判决情
况，反向检验审查逮捕时适用逮捕
或不捕措施是否恰当，分析原因、
查找问题，并集体学习。

本报新乡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周丰娟 张赛男）新
乡市牧野区检察院以保障检察中
心为目标，以经费保障、科技装备
建设和信息化建设为重点，采取
五项措施强化计财装备工作。

强化财务公开管理。该院严
格按照《检察院财务管理制度》及
报销细则，做到“一日一清账、一
周一清理、一月一核账、一年一报
告”，使资金使用更加公开化、透
明化。

强化内部开支审批管理。该
院严格按照财政部门和院财务管
理办法，实行经费开支“一单五
签”审批制度，做到层层把关，确
保资金合理使用。

强化扣押款管理。该院对赃
款赃物实行财务人员与案管部门
协同管理制度，对收缴的赃款由
办案部门及时上缴财政，对作为
证物使用未能及时上缴财政部
门的，由案件管理部门统一登记
保管，有效地杜绝了扣押款物私
自保管、挪用、截留、坐收坐支、私
设“小金库”现象的发生。

强化固定资产管理。该院确
保做到对政法装备统一登记造
册，一并列入检察院固定资产，建
立了固定资产账册登记表，同时
严格把好资产出入关。

强 化 规 范 执 法 执 勤 用 车 管
理。该院严格执行《车辆管理制
度》，采用“申请、用车、入库”模
式，并填写《用车审批单》的跟踪
管理模式，加强节假日车辆管理，
统 一 在 节 假 日 前 进 行“ 车 辆 封
存”，真正做到车辆管理有序，使用
规范合理。

本报新乡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李亚楠）近日，新乡市检察院巡察组
在红旗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安新生的
陪同下到红旗区委，就新乡市检察机关 2018
年巡察工作、任务安排及共同做好巡察工作
与红旗区委主要领导沟通意见。

新乡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李新
强针对此次巡察提出三点要求。一要深刻
体会巡察工作的重要意义，把握好巡察工作

的政治定位。二要高度重视巡察工作，主动
配合，将巡察作为对自身开展工作情况的一
次全面体检。三是对于巡察发现的不足之
处要认真研究，深挖整改，重点从制度上解
决制衡检察工作发展的问题，推动检察各项
工作进一步发展。

安新生对于受巡察监督检查提了四点
意见。一是思想认识坚决到位，认真贯彻新
乡市检察院巡察工作部署；二是支持配合坚

决到位，全力保障巡察工作顺利开展；三是
严守纪律坚决到位，自觉主动接受巡察监督
检查；四是整改落实坚决到位，努力推动各
项工作再上新水平。安新生表示，他们将充
分利用好开展巡察工作创造的良好政治环
境，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在巡
察组的指导和帮助下，进一步理清发展思
路，细化工作措施，健全工作制度，确保圆满
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本报新乡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魏新涛）2016
年 3月份，被告张某借原告赵某现金 3万元，约定还款期限为 2016
年 5 月，由张某某担保。因原告赵某催要未果，向辉县市法院提
起诉讼。法院经审理，判决被告张某 10 日内返还原告赵某借款 3
万元及利息，被告张某某对该笔借款负连带清偿责任。

张某拒不执行，赵某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依法向两名
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责令其限期履行判决义务。

案件执行期间，该院多次到两名被执行人家中做工作。迫于
强大压力，被执行人张某主动履行案款 5000 元。又经该院多次
到多家金融机构查询，发现被执行人张某某名下有工资，该院随
即对张某某的工资卡以 3.3万元为限予以冻结，期限为一年。

日前，执行干警在多次苦口婆心做双方当事人调解工作后，
双方最终达成和解，担保人张某某履行案款 1.5万元，申请人赵某
同意结案，双方最终握手言和。至此，该案通过多措并举得到执
结，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本报新乡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张宏波）10 月
28 日，原阳县法院执行局执行实施三组在接到知情人举报后，仅用
时40分钟就到达举报地点——延津县，将躲藏已久的失信被执行人
王某进行控制，并拘传到案，使得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成功执结。

胡某与王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原阳县法院审理，依法判令
王某归还胡某借款 4万余元。判决生效后，王某没有依法履行生效
判决，胡某遂向原阳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王某为躲避执行，长期躲藏在外，并故意隐瞒其行踪，拒不配
合法院执行工作。10 月 28 日上午，该院执行局执行实施三组组长
孙华宾接到知情人举报，王某在邻县延津县县城内出现，并将具
体位置进行了详细告知。得知该消息后，为了防止王某再次

“脱逃”，孙华宾于第一时间组织警力 ,火速前往延津县对王某实
施执行。

面对突然出现的执行干警，王某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只得跟
随执行干警前往法院，并最终与胡某达成还款协议。

11 月 1 日，全国人大代表裴春亮视
察辉县市法院执行工作，并就“基本解
决执行难”工作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座谈
交流。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王
和庆 侯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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