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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和重点工程项目双签制"已率先在
安阳市殷都区检察院正式启动#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等杜绝有行贿记录的个人
或单位参与招投标$以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打击贿赂违法犯罪行为

本报讯 !激情唱响青春"狱苑放飞

希望#$ 昨日上午"一场特殊的演出

在安阳市龙泉监狱大厅内举行$ 安

阳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们和监狱服刑

人员同台献艺"通过歌唱%舞蹈%话

剧及器乐表演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

式"表达服刑人员悔过自新%渴望重

获新生的喜悦$ 据悉"这是安阳师范

学院第五次和安阳市监狱联合举办

此类活动$

歌曲独唱 &你好吗'%&父亲'等

节目一次次地将演出推向高潮$ 话

剧&警戒线'动人的母女情"更使服

刑人员埋头沉思$ 当演员含泪唱道

!想儿时一封家书千里循叮嘱"盼儿

归一袋闷烟满天数星斗(()时"许

多服刑人员热泪盈眶$

!看到同学们在台上神采飞扬地

演出时"我想起了我的过去"我一定要

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去$ )演出结束

后"服刑人员秦某动情地说$

安阳市司法局局长雷学林在演出

结束时说*+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希望

大学和监狱经常牵手" 让骄子和囚子

真诚地拥抱$ 一方面大学生受到了面

对面的警示教育" 更重要的是给服刑

人员带来了欢乐"创新了帮教工作"调

动了服刑人员自我教育和改造的积极

性" 大学和监狱为构建和谐社会各自

贡献出了力量$ )

据了解" 此次活动旨在推动监狱

社会化进程"体现文化进监狱%法律进

监狱% 心理健康进监狱等监狱教育的

基本要求$ 当日下午"志愿服务队还一

对一为服刑人员开展了法律咨询和心

理咨询$

%线索提供寿纪航&

本报讯 一起
!"

年之久没有侦

破的故意杀人案"知情人是关押在监

狱内的一名嫌犯$因为管教民警无微

不至的关怀"知情嫌犯终于放下!包

袱)" 检举揭发了杀人案的犯罪嫌疑

人$近日"滑县警方成功侦破该案"涉

案
#

名嫌疑人全部归案$

今年
$

月
"%

日" 犯罪嫌疑人李

强,化名-因涉嫌强奸被收押于滑县

看守所
"&

号监室$ 管教民警张东方

在对其进行跟踪观察谈话过程中"发

现李强是+老熟人)"因为李强系多次

受到打击又多次作案的嫌疑人"三次

均在张东方的过渡监室接受教育$

得知李强家人未及时为其送衣

物和加餐费用时"张东方主动为他从

家拿来换洗衣物"并给他
#&&

元的生

活费用"李强激动地连说自己家人都

没有张管教对他好$

在一次交谈中"张东方发现李强

有立功的想法"便针对其案情进行分

析"希望其能走检举揭发之路减轻处

罚$李强心情沉重地说*+我考虑考虑

再说)$几天内"张东方发现李强心神

不宁" 饮食休息等生活方面明显异

常$ 张东方得知情况后"主动与其谈

心"动员其能放下包袱"走立功之路$

在经过一天的思索后"

#

月
"'

日"李

强彻底放下包袱"检举揭发了一个重

要案件*

!''(

年左右"滑县留固镇周

村李某夫妇伙同其妹夫牛某%同村李

某某在城关镇史固村村东墓地杀害

一名四川籍妇女"并将四川籍妇女所

带的男孩卖掉$

案情重大"滑县警方根据线索迅

速展开侦破$经过两个月的摸排和调

查"

)

月初" 民警成功将涉案嫌疑人

李某%李某某二人抓获$经讯问"二人

如实供述了犯罪经过$ 原来"

!''(

年

冬天"

#

人曾故意杀害一名四川籍妇

女"并藏尸于滑县城关镇史固村一墓

地$

迫于压力"犯罪嫌疑人牛某于
)

月
""

日向北京警方投案$近日"民警

又将李某的妻子万某抓获归案"并查

询到被杀害妇女的身份"系四川省乐

山市峨边彝自治县沙坪镇人$

目前" 李某等
#

人已被警方刑

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线索提供 张尚兰&

本报讯 深夜看见一个女孩

用手机打电话 "顿起歹意 "便借着

酒劲 " 威胁恐吓后将女孩的手机

抢走 $ 不料 " 连手机的牌子还没

有看清 "就被抓获 $ 昨日 "安阳市

文峰区法院审理了这起抢劫案

件 $

今年
!'

岁的王宪 ,化名 -家

住安阳市文峰区 $今年
#

月
")

日

"$

时许 "王宪从一饭店喝酒后骑

电动车回家 " 当走到永明路南段

时 " 发现一女孩在路边打电话 $

他看看四周无人 "借着酒劲 "竟然

起了歹意 "将车停到女孩跟前 "以

言语相威胁 "向女孩索要手机 $女

孩惊恐中急忙往前跑 " 王宪见状

则骑车紧追不放 " 追赶上女孩后

将其手机抢走 "而后骑车逃跑 $焦

灼之下的女孩突然看见前面有两

个巡警 "遂急忙向巡警求助 $两名

巡警根据女孩的指引 " 成功将王

宪抓获 $ 经鉴定 "该手机价值
*%'

元 $

文峰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

告人王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

用暴力方法劫去他人财物 " 其行

为已构成抢劫罪 " 因其归案后认

罪态度较好 "且有未遂情节 "予以

减轻处罚 $ 故以犯抢劫罪判处王

宪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 并处

罚金人民币
"&&&

元 $

%线索提供 马俭字 陈文馨 &

本报讯 +以前没钱的时候也没

有想过去偷" 现在不缺钱了却做出

这样的事"真是太后悔了$)昨日"在

安阳打工的四川省宜宾县籍男子廖

某因盗窃被抓后"懊悔地说$

(

月
!$

日
#

时
$&

分许" 群众

杨某向安阳市公安局殷都分局纱厂

派出所报案称" 其放在安阳某钢铁

公司院内三马车驾驶室内的近
$

万

元现金被盗" 怀疑是钢铁公司内的

工人偷走了$

接到报案后" 纱厂派出所和殷

都公安分局刑警大队迅速展开侦

破$ 通过对工人的调查% 访问和取

证"很快"民警锁定了四川省宜宾县

籍的男子廖某有重大作案嫌疑"遂

将廖某传唤到公安机关$

存在侥幸心理的廖某刚开始无

论如何也不开口承认自己的犯罪行

为"民警于是围绕其家人%老乡%工

友及其案发前后的通信情况入手"

进行外围取证工作$ 在铁的事实面

前"最终廖某供述了犯罪事实*其于

当日凌晨
#

时许从车间出来" 发现

先前经常来公司进货的河北籍客户

杨某在三马车驾驶室内熟睡" 驾驶

室里有一个包" 打开一看里面装满

了百元面值的现金$他看四周无人"

便将其偷走并存放于车间水泵房

内$随后"民警根据廖某的交代找到

了尚未来得及转移的被盗现金

"'&&&

余元$

据廖某交代"年近
#&

岁的他是

四川省宜宾县人"幼年丧父$ 去年
%

月" 他和妻子带着老母亲和年仅
#

岁的儿子千里迢迢来到安阳某钢铁

公司打工"夫妻同在一个车间干活"

月收入几千元"日子过得倒也称心$

本是勤劳%肯吃苦又孝顺的他"却因

一念之错触犯了法律$

目前" 廖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拖儿带母千里打工
临时起意锒铛入狱

酒后抢劫他人手机
没看清啥牌就被抓

!

记者 董文静

!

记者 于彦彬 通讯员 刘爱学

本报讯 昨日" 安阳市检察机关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和重点工程项目

双签制)率先在安阳市殷都区检察院

正式启动$ 今后"安阳市殷都区辖区

内" 所有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或设备%

材料采购投资经营活动"在招投标之

前"必须到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部

门进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杜绝有行

贿记录的个人或单位参与招投标"以

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打击贿赂违法

犯罪行为$

据悉"行贿犯罪档案录入查询的

范围包括*

!''(

年&刑法'修订实施

以来"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经人

民法院裁判的发生在建设% 金融%医

药卫生%教育和政府采购领域的个人

行贿%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介绍贿

赂犯罪案件的档案$实行工程项目双

签制" 即在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的同

时"建设和施工单位或供需双方签订

&廉洁责任书'"签订后交由检察机关

预防职务犯罪部门备案"推行廉洁准

入和失信惩罚制度$

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部门今

后除将深入辖区相关单位"做好专项

预防犯罪工作的法律法规宣传"严格

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同时还将对不进

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不签订&廉洁

责任书'的建设施工单位以及供需双

方"下达加强预防职务犯罪检查整改

建议"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的"一律

不准开工建设和实施采购活动$

安阳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

处长田万祥介绍 "

"&&'

年是安阳市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关于扩大内需%保增长的

政策措施"投资重点工程最多%投资

力度最大的一年$加强重点工程项目

的反腐倡廉工作"必将对预防重点工

程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职务犯罪起到

积极的促进作用$

%线索提供 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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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董文静

本报讯 听说哥哥被人欺

负 "弟弟一时气上心头 "竟强

行闯入 +仇人 )王某家中替哥

哥出气 $ 不料 "在厮打过程中 "

竟将劝架的邻居砍成轻伤 $ 昨

日 "安阳县法院一审判处鲁莽

弟弟有期徒刑
)

个月 " 缓刑
!

年 $

刘常青 ,化名 -系安阳县

农民 "今年
$

月
!*

日 "他听说

哥哥在赶庙会时 "与同村王某

发生冲突 " 哥哥被王某打伤 $

感到心中怒难平的他决定替

哥哥报仇 "遂拿起菜刀闯入王

某家中 $ 不料 "在厮打过程中 "

竟将在一旁劝架的王某家邻

居的腿部砍伤 $ 经法医鉴定 "

受害者腿部损伤属轻微伤 $ 次

日 " 刘常青被公安机关抓获 $

案发后 "双方民事赔偿部分已

调解并履行完毕 $

法院审理后认为 "刘常青

未经住宅主人同意 "非法强行

闯入他人住宅 "殴打他人致一

人轻微伤 "核其行为已构成非

法侵入住宅罪 $ 因其犯罪时未

满
!%

周岁 " 且案发后已赔偿

受害人损失 "开庭时认罪态度

较好 "予以从轻处罚 "遂作出

了上述判决 $

%线索提供 黄宪伟 靳庆霞&

!

记者 于彦彬 实习生 张广青

鲁莽弟弟替哥哥出气
意外砍伤!仇人"邻居

!

记者 董文静

!

记者 于彦彬
!

文 温春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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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押人员受感动 主动检举杀人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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