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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检察院牵头会签文件

加强和规范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援工作
本报讯（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安琪）为进

一步加强和规范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律援助
工作，保障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合法权益，维护
司法公正，近日，周口市检察院与市公安局、
市司法局会签印发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
律援助工作实施细则》，共 23条，主要包括六
个方面内容。

建立法律援助申请告知机制。公安机
关、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案件
时，应当首先了解委托辩护人及法律援助情
况，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
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或申请法律
援助。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被
害人案件时，应当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
人、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同时告知如
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无法委托的，可以通
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向法律援助中心申
请法律援助。

建立法律援助申请转送机制。未成年犯
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且
没有申请法律援助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应当及时将《提供法律援助通知书》等相关文
书送达法律援助中心为其指派律师提供辩
护。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
申请法律援助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
当在 3 日内向法律援助中心发出《法律援助
联系函》及申请材料，并通知未成年被害人的
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向法律援助中心送交本
人身份证明、户籍证明等相关材料。

规范律师指派程序和期限。法律援助中
心接到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案件《法律援助通知书》后，应当在一个
工作日指派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特殊情
况下，可以延长至 3日，并将援助律师信息通
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人民检
察院在接到法律援助中心复函后 3 日内，将
法律援助情况告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
定代理人、近亲属。援助律师在接到法律援
助中心通知后两日内，持证明文件到公安机
关、人民检察院联系相关事宜。法律援助中
心接到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未成年被害人
案件《法律援助联系函》及法定代理人、近亲

属的证明材料后，3日内审查受援资格，作出
是否予以法律援助决定，并在决定作出后 3
日内复函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未成年被害
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

明确援助律师执业权利。侦查阶段，援
助律师可以提供法律帮助，代为申诉、控告，
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涉嫌罪
名、主要犯罪事实及强制措施等情况。审查
起诉阶段，援助律师可以向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核实证据，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申请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经人
民检察院批准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被害人
提供的证人收集有关材料。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接受讯问时，法定代理人、成年近亲属或所
在学校、单位、居住地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
会、未成年保护组织代表无法到场的，援助律
师可以到场。

完善保障援助律师执业措施。公安机
关、人民检察院应当支持和保障援助律师
执业，听取律师提出的无罪、罪轻或者免除
刑事责任等意见。在作出侦查终结、批准

逮捕、不批准逮捕、提起公诉、不起诉决定
或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等决定后，应在 3 日
内告知律师。援助律师发现重要情节，因
受已定的公诉日期限制，难以继续调查、取
证或者开展工作的，法律援助中心可以商
情人民检察院在法定诉讼期限内顺延提起
公诉日期。

强化法律援助工作监督管理。通过探索
建立律师值班制度、完善衔接机制、组建专业
化律师队伍等措施，确保强制辩护和被害人
法律援助制度有效落实。人民检察院对公安
机关在侦查环节未通知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
师为未成年人提供辩护的，依法督促纠正。
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加强对援助律师的
业务指导和培训，提高律师依法依规办理案
件能力，建立律师法律援助工作考核机制。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发现律师违反职业道
德和职业纪律，损害受援人利益，或怠于履行
职责、泄露隐私和违规辩护的，应当通知法律
援助中心变更援助律师，并书面建议司法行
政机关依法作出相应处理。

本报讯（通讯员 王森 张燕燕）
近日，项城市检察院大门口就来了
一名“不速之客”，一位小伙子激动
地向站在大门口的检察院官崔琳连
连道谢：“真是非常非常感谢你，要
不是你今天的拾金不昧，我的损失
可就大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经过了解，
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

5 月 16 日早饭后，崔琳像往常
一样步行去单位上班，走到北苑路
与周项路交叉路口的人行道拐弯
处，看到一部崭新的手机在地上，在
阳光下特别醒目。崔琳环顾四周
后，周围没有行人，只有几辆车在等
红绿灯。她捡起手机，很清楚现在
手机上都有很多的重要信息，如果
机主找不到手机该多着急啊，于是
她就在这等失主。这一等就是半个
小时，眼看着上班要迟到了，崔琳就
试着打开手机联系机主，意外发现
手机没有设置开机密码，她就用机
主的手机拨打了通讯录上的最近一
个联系人，结果电话里只传来“嘟
嘟嘟”的声音，无人接听。崔琳只好
先拿着手机到单位报到。刚到单位
不久，捡到的手机突然想起了急促
的铃声，崔琳赶紧接听电话，原来是
机主打来的，核对好机主信息后，她
告诉机主自己在迎宾大道西侧检察
院的大门口等着他。

十多分钟后，一个小伙满头大
汗地出现在检察院的大门口，说是
来找手机的。崔琳走上前详细询问
了他手机型号和几个手机通讯录里
的电话号码，小伙子都答对了，崔琳
就把手机交还给了小伙子，并叮嘱
他一定要携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手机失而复得，小伙子激动地
连声道谢，还拿出钱包非要去买一
些礼物送给崔琳，被崔琳微笑着拒
绝了。小伙子说：“丢失手机事小，
但手机和银行卡、支付宝、淘宝、微
信都捆绑着呢。如果手机真丢了，
再被他人登录了微信、支付宝等，那
后果可真是不堪设想！一发现手机
不见了，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
自己的手机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有
人接听，竟然还在等我来取回手
机。崔检察官捡到手机并主动联系
我，这个小小的举动让我心里暖融
融的。我要向崔检察官学习，多施
善行多做善事，传递社会正能量！”

本报讯（通 讯 员 王春霞
王森） 近日，项城市检察院举
办以“防治校园欺凌 护航未成
年人成长”为主题的“检察开放
日”活动，共青团项城市委、市
妇联、市教育体育局有关人员
及教师代表参加。

在院领导的陪同下，受邀
代表参观了该院“防治校园欺
凌 护航未成年人成长”宣传展
板、院容院貌、体能训练中心、
办案工作区、荣誉室、阅览室。
在院二楼会议室，代表们观看
了省检察院摄制的电视专题片

《让有温度的法律护佑孩子成
长》及该院制作的未成年人刑
事检察工作纪实片《点亮灰色
青春》，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周辉详细介绍了该院未成年人
刑事检察工作开展情况。

据悉，2016 年，该院共受理
未 成 年 人 审 查 逮 捕 案 件 27 件
32 人，批准逮捕 21 件 26 人，不
批准逮捕 6 件 6 人；受理审查起
诉案件 25 件 38 人，提起公诉 23
件 36 人，法院均作出有罪判决，
附条件不起诉 2 件 2 人。全面
落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殊检
察制度，心理疏导 34 人次、帮教
19 人、社会调查 18 人、法律援
助 15 人 次 、犯 罪 记 录 封 存 6
人。组织法治进校园 16 次，受
教育学生 2 万多人次，取得较好
的社会效果。

本报讯（通讯员 王春霞 王森）端午节后
的第一个工作日，项城市检察院利用一上午
时间，在七楼会议室集中召开了“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检察机关意识形态工作专题会议”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推
进会”“贯彻学习总书记指示精神 向廖俊波
同志学习专题会议”，会议由该院党组副书记
张智军主持，全体干警参加。

会上，该院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刘春华
领学了省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

省检察机关意识形态工作的二十条措施》、
“关于深入贯彻高检院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意
识形态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以及《关于落
实中央、省委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广泛开展向廖俊波同志学习
的通知》。该院党组副书记王新领宣读了《项
城市人民检察院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实施方案》，具体安排了院“科级
干部回村帮建”工作事项。该院党组成员、纪
检组长刘广军通报了市纪委近期查处的该市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典型案件。
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李磊作总结讲

话。他首先介绍了周口市的“两会”精神。他
说，日前召开的市人大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选
举出该市新一届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及
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描绘了该市未
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令人鼓舞、催人奋
进。全体干警要立足职能、胸怀大局，为项城
市实现“三新”“两好”“一率先”发展目标尽心
尽力、尽职尽责。

近日，西华县检察院举行“五十年以上党
龄荣誉纪念章”颁发仪式，以对多年来为该院
辛勤工作、默默奉献的老同志、老党员致以崇高
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24位从该院离退休的
老同志被邀前来参加仪式。

颁发仪式上，该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杨
德军、马振中、邹建功、院机关党委书记朱金

超将“五十年以上纪念章”佩戴在5名50年以
上党龄的离退休老党员胸前。

老党员们表示，组织向我们颁发奖章，我
们感觉特别骄傲、自豪，我们虽然已经离开了
工作岗位，但仍要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处处还得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为党的
事业贡献余热。 通讯员杨梓芸摄影报道

近日，鹿邑县老君台中学校
园内气氛热烈，该县检察院的检
察官们来到同学们中间进行普
法宣传，这是“防止校园欺凌，护
航未成年人成长”检察开放日活
动的主题实施。鹿邑县政协党
组副书记胡立柱出席活动并讲
话，鹿邑县检察院党组成员、纪检
组长李亚伟主持此次活动。

该院公诉科副科长邓悦、丁
卫为同学们列出了一个个应对
校园欺凌、对校园欺凌说“不”的
小妙招。
通讯员王未昌 摄影报道

拾金不昧项检人
小小善举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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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市检察院
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