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铁军身在异乡勇斗歹徒

受伤的消息传回南阳后!在南阳

当地也引起强烈反响!南阳市民

为家乡走出了这样的英雄而感

到骄傲和自豪" 南阳市镇平县县

委书记史焕立#县长王书祥带领

县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来到镇

平县老庄镇李铁军的家中!慰问

了英雄的父母!并发放见义勇为

奖金
!

万元"

镇平县综治委#共青团镇平

县委分别授予李铁军$见义勇为

好青年 %和 $优秀青年 %荣誉称

号!并号召全县人民向他学习"

昨日!南阳市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委员会作出决定!授予李铁

军同志$南阳市见义勇为先进分

子%荣誉称号 !南阳市见义勇为

奖励基金会决定奖励其现金

!"""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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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韩来庆 李养利"今年以来!濮阳市

人民检察院公诉处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十七大精神!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法

治理念!紧紧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

护公平正义%的检察主题!全面贯彻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坚持把平

安建设作为检察工作的主旋律!始终

保持对严重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以

打击$两抢一盗%犯罪作为工作重点!

以此带动各项检察工作全面发展" 濮

阳市检察院公诉处多策并举!充分发

挥检察职能作用!依法从快从重打击

严重刑事犯罪!其中打击$两抢一盗%

犯罪工作进入全省先进行列!为促进

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平安

奥运!作出了突出贡献"

打击#两抢一盗$犯罪
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今年
#

月初!该院公诉处实行了

提高工作效率的快速办案机制!增强

了打击实效!使该市审查起诉工作全

省排名当月上升至第二位!进入全省

先进行列!公诉处的经验做法被省委

政法委在全省予以推广"

实行案情评估和限期办结制

度"受理案件后!公诉部门负责人根

据案件难易程度进行案情评估 !实

行繁简分流#区别对待!分案时直接

注明办案时限! 不局限于原来提出

的
!"

天的审结期限!不受节假日的

限制"

提前介入引导侦查" 对$两抢一

盗%案情重大#复杂的案件!公诉部门

主动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在提出侦查

建议!提高侦查质量的同时!了解案

情!掌握证据!引导侦查机关调查取

证! 杜绝了不构成犯罪或者证据不

足# 事实不清的案件进入起诉环节!

确保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的

质量!减少了退补率!为加快办案速

度打下良好的基础"

把好案件处理关" 公诉干警牢固

树立质量意识#法律意识#证据意识

和程序意识!坚持两个基本!不纠缠

细致末节!确保案件质量" 公诉部门

负责人亲自把关!对起诉条件既不降

格也不人为拔高!防止冤及无辜和放

纵犯罪&同时慎用不诉权!对拟决定

不诉的案件! 向上级检察院汇报&对

公安机关提出复议复核的案件!及时

复议复核!迅速作出决定"

加大督导检查力度 " 该院多次

派出督导组对排名落后的基层检察

院进行督导检查! 帮助查找落后原

因!采取有效措施!迅速扭转工作落

后局面"

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

积极建设平安和谐社会

濮阳市检察院公诉处紧紧围绕

$平安和谐濮阳%建设!充分发挥审查

起诉环节的打击犯罪#维护稳定的功

能!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

犯罪# 毒品犯罪以及杀人# 爆炸#抢

劫#强奸#绑架#投放危险物质等严重

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依法予以

严厉打击!决不手软!既增强了群众

的安全感!又维护了濮阳市安定团结

的政治局面"

该院公诉处在连续两年打击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取得显著成效的

基础上!继续以$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为契机!严惩黑恶势力犯罪!摧毁其

经济依托!铲除其$保护伞%!确保除

恶务尽"

注重强化法律监督

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强化追究意识! 依法追诉漏罪#

漏犯" 在公诉工作中!该院始终把追

诉漏罪#漏犯作为评判公诉案件质量

的重要量化指标!上半年共追诉漏犯

$"

人#追诉漏罪
!%

条"

强化监督意识 ! 切实加强审判

监督" 通过庭前跟踪#庭上监督#庭

后审查等方式!加强审判监督"对于

有罪判无罪# 量刑畸轻畸重等确有

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 依法提出抗

诉"上半年!该院公诉处支持抗诉案

件两起!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依法提

出抗诉案件一起!维护了司法公正"

全面落实宽严相济政策
努力争取最佳办案效果

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

策!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的题中应有之义" 该院公诉处在强

调坚持严打方针的同时! 积极实施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既有力

地打击和震慑犯罪! 维护法律的权

威和尊严! 又充分重视依法从宽的

一面! 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

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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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深圳(打出%向勇敢善良的河南人致敬'的横幅!南阳(政法部门对李铁军作出表彰决定并颁发奖金

深圳街头挺身斗凶徒

今年
!%

岁的李铁军是南阳市镇

平县老庄镇人"

&

月
!'

日
!(

时许!在

路过深圳市北环大道北石材市场附近

时!他突然听到$救命!救命啊%的呼救

声"

当晚!在深圳打工的杜莲#杜英姐

妹和堂妹
$

个人下夜班后沿着深圳北

环大道步行回家"正走着!迎面突然走

来
)

名
!"

岁上下的男青年!将她们按

倒在路边黑暗的树丛中" $不许动!把

钱拿出来" %歹徒们一面低声恐吓!一

面抢劫她们随身携带的财物" 危急时

刻!恰巧路过此地的李铁军!喝令歹徒

停止行凶"

$警察来了'%看到歹徒人多势众!

李铁军急中生智"果然!歹徒们胆战心

惊!拔腿逃窜" 跑出几步之后!狡猾的

歹徒们发现只有李铁军!方知上当了"

他们仗着人多势众! 返身朝李铁军围

了过来! 其中两名歹徒抽出随身携带

的西瓜刀!追着李铁军连砍不止"李铁

军在躲闪过程中!背部被砍中一刀"另

一歹徒又挥刀砍来! 李铁军以为是铁

棒!就用左手去挡!手掌#手臂不幸又

连中两刀!鲜血直流" 终因寡不敌众!

李铁军倒在了血泊之中"

紧接着!

)

名歹徒将三姐妹的两

部手机# 身上的现金和一个黑色背包

抢走后逃跑"三姐妹脱险后!立即找到

公用电话拨打了
**+

和
*!"

" 血流不

止的李铁军被及时送进医院"经检查!

李铁军的背部#左手掌#左手臂部位各

有一处刀伤!伤口处肌肉外绽" 其中!

左手掌的刀伤最为严重! 深达骨头!

"

根肌腱断裂!神经也被砍断"

英雄事迹感动深圳

李铁军被送进深圳南山人民

医院后! 他见义勇为的感人事迹

随即在医院里传开" 正在排队就

医的群众自发地让出一条路 !让

他先接受手术" 医院值班领导和

医务人员特别为他开辟了绿色通

道!使他及时得到了最好的救治"

&

月
!,

日 !南山人民医院院

长张德仁到病房探望李铁军" 张

德仁代表医院表示 !免去李铁军

治疗期间的手术费 #医药费和住

院的其他所有费用 !让他安心疗

伤"

#

月
"

日!深圳一企业在英雄

就诊的南山人民医院悬挂 $向勇

敢善良的河南人致敬%横幅!以表

达对李铁军以及河南人的敬佩之

情" 悬挂此横幅的某公司深圳分

公司张姓负责人说! 河南青年李

铁军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令他十

分佩服!他们悬挂横幅!不仅要表

达对勇敢# 善良的河南人的敬佩

之情! 而且以此号召深圳人民向

李铁军以及优秀的河南人民学

习! 弘扬社会正气! 构建和谐深

圳" 他同时表示!该公司愿意为李

铁军提供就业岗位"

几天来! 深圳社会各界纷纷

到南山人民医院! 看望见义勇为

勇斗歹徒光荣负伤的南阳籍好青

年李铁军! 送去深圳人民的殷切

祝福"

#

月
!

日晚!被李铁军救下

的杜氏三姐妹来到南山人民医

院!看望正在接受治疗的李铁军"

杜氏三姐妹对李铁军的英雄气概

非常佩服! 并希望李铁军能够安

心养伤!她们会经常来看他" 看到

杜氏三姐妹安然无恙!李铁军说(

$虽然我受了点儿伤 ! 但你们平

安!我心里也非常高兴" %

深圳市委政法委# 深圳市综

治办# 深圳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等

领导也分别到医院看望和慰问李

铁军! 对李铁军见义勇为坚决与

歹徒作斗争的英勇行为予以高度

赞扬!并向李铁军送去了慰问金
!

万元和花篮" 他们称赞李铁军是

河南人的优秀代表 ! 其勇敢 #正

直# 善良的品质值得深圳人民学

习和尊重" 当听到深圳人夸河南

人好样时! 李铁军说感觉自己给

家乡争了光!很欣慰"

家乡没有忘记英雄

在李铁军的家乡)))镇平

县老庄镇老沟村!李铁军的母亲

李改芬告诉记者($几天前!深圳

的警察打来电话!说娃儿在那边

见义勇为了!让家里去个人" 两

天前铁军他爹和他舅一块儿去

了" %

$我亲眼见到李铁军帮助困

难人"%李铁军的邻居李占群讲述

了一件感人的往事"

!""*

年!正

上高中的李铁军在家中过暑假"

那是一个下午!雨下得很大!一位

浑身湿透的男子推着一辆摩托车

在村中艰难行进!遇到了李铁军"

当那名男子向李铁军$求情%让帮

其购买点汽油时! 李铁军二话没

说!冒雨步行
$

公里多的山路!跑

着到镇上为其买回了汽油" 这一

去一回!李铁军用了两个多小时"

$扶危济困#帮助别人!这是生长

在这片山窝里的人的秉性"%李占

群骄傲地说"

淳朴民风育热血男儿

南阳市民李铁军! 为解救

$

名与他素不相识的女子!在

深圳街头挺身而出! 与
)

名持

刀歹徒英勇搏斗! 被歹徒连砍

$

刀!身负重伤!谱写了一曲见

义勇为的动人赞歌"昨日!南阳

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决

定授予李铁军同志 #南阳市见

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并

号召全市人民向他学习%

核心提示

深圳南山人民医院门前打出向河南人致敬的横幅

李铁军的父母接到
!

万元见义勇为奖金

社会各界到医院看望&慰问李铁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