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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胶州市检察院，提到“彩 彩”这个名
字，领导、同事们无一不用“才女”来形容
这个姑娘。研究生一毕业她就考录到胶州市
检察院，一晃七年过去了，昔日叱咤风云的
校园学霸早已褪去了学生时代的青涩，成为
一名侠骨柔情的优秀检察官，言谈举止中更
多的是沉稳与平静，她就是该检察院第二检
察部负责人——— 丁彩彩。

唇枪舌剑 彰显学霸风采

丁彩彩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霸。 2009
年，她以山东大学法学院第一名的成绩被保
送到中国政法大学攻读诉讼法学研究生，三
年后又以全院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成功考录
到胶州市检察院。入职后，她快速转变角
色，注重实务经验积累，将所知所学融入到
办理案件的过程中，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
公诉人。

在公诉部门的五年，她主要办理合同诈
骗、伪造身份证件、容留他人吸毒等重点案
件，先后办理了 3 0 0 余件，有罪判决率
100% ，追漏犯 16 人，为受害人挽回经济损
失 100 余万元，无一起冤假错案。在没有硝
烟的战场上，她高擎利剑，让犯罪分子俯首

认罪，用正义编织了一道道亮丽的光环。
2017 年，她办理的一起贩卖毒品案件经法院
一审判决后，经过综合分析案件事实和证
据，她认为法院判决不当，遂层层汇报后建
议提出抗诉，该案经过抗诉成功改判，维护
了法律权威和司法公正。该案成为公诉部门
依法履行审判监督职能、抗诉成功的典型案
例。业余时间，她结合办案实践编写的多媒
体授课教程，获评青岛市检察院“十佳睿课
堂”。

妙笔生花 理论成果丰硕

文思泉涌、妙笔生花。丁彩彩一直是领
导推崇的大才子，也是院里公认的笔杆子。
她凭自身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结合检察工
作实际撰写的各类实务性调研文章更是让人
醍醐灌顶，连连叫好。小到宣传材料、案例
故事，大到调研报告、专业论文，她都以
“求极致”的态度努力去打造成精品。

“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如何做好
总结归纳是改进和推动工作的最好方法”，
丁彩彩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她结合
工作实际，撰写的理论文章参加最高检组织
的案件管理理论与实务征文被核心期刊《人

民检察》刊载。她个人也被青岛市检察院纳
入“全市案件质量评查人才库”。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近五年来，她先
后撰写的《家庭环境因素与青少年犯罪分
析》等 1 0 余篇理论实务文章在《人民检
察》《中国检察官》《检察日报》理论版等
国家级报刊公开发表；撰写的案例多次被省
院、市院评为优秀案例； 10 篇论文连续五
年在上级院组织的重点课题评选和理论年会
中获奖；撰写的调研报告获全省检察机关
“十佳调研报告”；在省院公诉论坛征文比
赛中荣获二等奖并代表青岛市检察机关在会
上作了主题发言；参加省院预防职务犯罪论
坛征文比赛荣获一等奖；作为优秀作者应邀
参加第三十届全国副省级城市法治论坛……

侠骨柔情 真情呵护成长

2019 年初，她被组织安排到未检部
门，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她认真学习研
究未检工作，以新人的姿态扑下身子投入到
新的工作领域中去。“检察长担任法治副校
长”“检察官普法进校园”、春蕾女童捐
助、微尘基金救助、检察开放日……每一项
活动，她都亲力亲为，确保流程严密、细节

到位，树立了胶州未检的良好形象。
在办理饱受社会关注的“继父殴打小姐

弟”一案时，她提前介入，第一时间掌握案
情，并于当晚及时撰写案件情况呈报市院和
省院；第二天，她又远赴两个未成年被害人
老家走访探望，在送去慰问品的同时积极联
系微尘基金给予两万元救助金；案件批捕
后，她又联系孩子就读学校，把孩子的学业
问题作为重点关注对象予以协调解决。被害
人专程为其送来锦旗表示感谢。工作之余，
她充分发挥文学才能，创作的胶州市检察院
自己的未检歌曲《护航明天》，用微视频的
方式生动地展现了胶州未检人的风采，省、
市院先后转发推广了该做法。

前不久，她又以单位所办理的非法校园
贷案例为素材，编写演绎成剧本，全程指导
拍摄了青少年法治教育微电影《美丽“贷”
价》，被“学习强国”平台收录展播，成为
胶州市检察院“普法进校园”活动的创新品
牌，赢得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七年来，她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擦亮了
胸前的检徽；七年来，她用自己的才能和智
慧诠释了检察官的职责；七年来，她任凭时
光褪去青涩却自带光华。她先后荣获“全省
检察理论研究人才”“最美胶州人”“胶州
市三八红旗手”“胶州市优秀共青团员”
“平安胶州建设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并
多次获市委市政府嘉奖。如今的丁彩彩，已
经成为全院最年轻的员额检察官和部门负责
人。

“走上新的岗位后，现在的我就像一个
上满发条的钟表，每天过得充分而紧张，以
后的岁月，我依旧会脚步匆忙地奔走在检察
道路上，用自己的行动践行司法为民的承
诺。”丁彩彩说。 丰建平

出“彩”答卷
——— 记胶州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丁彩彩

6 月 27 日，由费县检察院依法提起公
诉，并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的杨忠国等人污染环境案，依
法由费县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此案由省检察
院、公安厅、环保厅联合督办。

民有所呼，检有所应

2017 年 10 月以来，在费县石井镇石井
村，弥漫着刺鼻熏人的气味，而且周边部分
庄稼不能正常生长。

原来，这里有一处甲醛非法加工点，负
责人为杨忠国。自 2017 年以来，利用甲醛
废渣非法提炼甲醛溶液，由于没有保护措
施，对当地大气和土壤造成严重污染，村民
多次交涉无果。

“由于这个甲醛加工点，俺家的庄稼长

得很不好，今年收入成为大问题。”该村村
民王某气愤地说。

据办案检察官王继春介绍，该案中，像
这样的甲醛非法加工点就有 3 处，甲醛废渣
来源于广西、安徽等 9 个省份，涉及地域
广、参与人员多、关系交错复杂、环境损害
严重。检察机关必须主动回应群众诉求，为
打赢环境污染治理攻坚战贡献检察智慧和力
量。

打击犯罪，一个不少

2018 年 7 月 13 日，侦查机关将杨忠
国、杨井付、马井刚 3 人移送审查起诉。随
着审查的深入，发现赵文夫等 8 人同样涉嫌
污染环境罪，应予追诉。承办检察官及时介
入引导侦查，奔赴新疆、河北等地调查取

证。 2018 年 9 月 28 日，将赵文夫等 8 人补
充审查起诉，涉嫌污染环境 1 1 人全部归
案。

经查，自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5 月，
被告人杨忠国等 11 人在无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证的情况下，非法处置甲醛废渣 210 . 55
吨，严重污染了当地环境，影响了群众的正
常生产生活。

维护环境，责无旁贷

11 人的归案，老百姓拍手称快，但涉
案人员受到强制措施限制，无法直接修复受
损害的生态环境。受污染的环境如何修复处
理，成为老百姓的又一个心头之患。

费县检察院积极协调环保部门以及当地
党委政府，发出检察建议，争取专项资金代

为修复，督促整改。
污染环境犯罪分子，必须为犯罪行为承

担犯罪后果，杨忠国等 11 人违反法律法规
规定，非法收集、贮存、处置、利用有毒物
质，破坏了生态资源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针对此情况，费县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多次开庭审理，依法追究涉
案人员生态修复资金 205 . 9626 万元。

据承办检察官介绍，该案涉案人员法治
意识淡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利
益，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严重危害，群众反
响大。检察机关必须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司法理念，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社会公共利
益代表的职能，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同
时，追究民事责任，及时修复被破坏的环
境，还老百姓生态宜居的美好家园。

张兆玉 段会辉

打击环境污染犯罪，一个也不能少
费县检察院起诉的杨忠国等 11 人污染环境公益诉讼案一审宣判

“真的是很感谢你们检察院，要不是
你们督促法院执行，我这 20 年的案子到现
在也执行不了﹗”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
的李某某拉着岱岳区检察院干警的手动情
地说。

李某某申请监督的是原泰安市郊区法院
1999 年立案执行的案件，邻村的宋某某经营
面粉厂，与李某某交往甚密关系很好，因缺
少资金周转，宋某某向李某某分三次借款
24000 元，李某某也把自己家 1359 斤小麦出
借给了宋某某，帮助其解决经营困难。后来
因为李某某向宋某某催要借款，两家之间的
关系闹翻， 1998 年李某某向泰安市郊区人
民法院起诉，要求宋某某归还借款和粮食
款。法院经过审理判决宋某某归还李某某借
款本息及粮食款共计 30467 元，判决生效后
由于宋某某拒不履行判决，李某某于 1999
年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后泰安市郊区更名为泰安市岱岳区，李

某某所在的邱家店镇由岱岳区划归泰山区
管辖，由于区划调整以及变更办案人等原
因，从立案执行后的 20 年间，虽然李某某
也在断断续续的向法院催促执行，但本案
一直没有执结。李某某与老伴因高血压中
风，都患上了中风后遗症，李某某儿子也
因病去世，这一系列的变故，让李某某愁
云满面。

2019 年李某某将该案件情况向岱岳区
检察院反映并申请监督，岱岳区检察院对本
案进行受理后，迅速展开了调查核实工作，

岱岳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在法院执行局了解
到，由于本案被执行人宋某某声称没有收入
来源，执行法官通过查询银行存款、房产等
信息，未发现宋某某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无
财产可供执行成为了本案久拖不结的原因。
办案检察官冒着夏日的酷暑，往返于李某
某、宋某某家之间十余次，锲而不舍地对本
案进行细致详实的调查，最终发现被执行人
宋某某和其妻子虽没有固定的工作，但均在
务工，有一定的收入来源，具备履行能力，
随即办案检察官将这一线索通报给法院执行

部门，法院核实后将宋某某传唤到案，在强
有力的证据面前，宋某某再无法抵赖，最终
缴纳执行款 30467 元，岱岳区法院已将该执
行款拨付给李某某。

据介绍，岱岳区检察院在今后的工作中
将继续本着“在监督中化解矛盾，在化解矛
盾中进行监督”的理念，与法院建立长效协
作机制，深挖案件线索来源，在解决执行难
上实现新突破，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

泰检宣

20 年积案得执结
泰安岱岳：深挖案件线索来源，与法院建立长效协作机制解决执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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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啊，你最近在里面怎么样？你
不用担心妈妈的身体，在家有你爸、你
弟照顾我，你在里面一定要好好反省，
配合查案，我们都等着你早日回家！”
“妈，我在看守所挺好的，不用担心，
我会积极配合，争取宽大处理，早日回
去孝敬您老的！”

这是 6 月 25 日下午，在淄博市张
店区检察院黄瑞峰检察官与淄博市看守
所民警的陪同下，对关押在淄博市看守
所的犯罪嫌疑人李甲准许其与母亲通过
视频对话方式进行的一次特殊的“亲情
会见”。

检察官在办理本案过程中，发现犯
罪嫌疑人李甲的母亲身患癌症，病情已
进入重症晚期，随时都有去世的可能。
李甲想见母亲一面，于是提出了会见母
亲的申请。出于温情司法的考虑，检察
官对李甲的请求十分重视，在认真阅卷
后，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且李甲自愿认罪认罚。在此前提
下，向有关领导汇报批准后，又与市看
守所积极沟通，在对会见细节充分讨
论、协调一致的情况下，最终让犯罪嫌
疑人李甲与其母亲通过视频会见 3 分
钟。

视频会见过程中，李甲始终满脸愧
疚，李母脸上则满怀关切，两人相互安
慰，说了许多家事。李母一再叮嘱李甲
要认清自己的错误，积极配合，争取早
日回家重新做人，李母及其亲属还对检
察官安排会见一再表示感谢。李甲倒是
没有和承办检察官多说话，也没有说感
谢的话，但当李甲结束会见返回监室，
回头和承办检察官告别的那一刻，人们
清晰地看到李甲的双眼里满含着泪
水……

承办案件检察官黄瑞峰说：“法律
条文是冰冷的，但司法是可以有温度
的。为做好犯罪矫治工作，在检察环节
安排“亲情会见”，是温情司法的有益
探索和尝试。在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
的前提下，通过“亲情会见”，将法律

的教化与亲情的关怀相结合，以达到“教育、感化、挽救”
犯罪嫌疑人的目的。今后我们将逐渐完善这一制度，力争
“亲情会见”制度更加人性化、法治化，努力做到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陈长生 黄瑞锋

对公司不满，仓库管理员监守自盗，可是侵占来的货物
销赃不出去，竟然主动联系原公司业务员，欲以低价出手。
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被原公司识破。 6 月 25 日，由青岛
市即墨区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的周家豪职务侵占案宣判，被
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被告人周家豪案发时年仅 34 岁，彼时他在青岛某机械
有限公司干仓库管理员不足一年，负责收发货和仓库的保管
工作。据周家豪供述， 2018 年腊月二十的时候，周家豪的
手受伤了，当时公司没让其休息，又加上答应给其两到三个
月的奖金，最终只给了 1500 元，周家豪觉得公司亏待了自
己，心理很不平衡。于是他从腊月二十到腊月二十六几天分
三次，从仓库里拿走价值 10 余万元的两种类型的加药器共
计 66 台， 20 个传感器，藏在自己小区的储藏室里。然后，
找回心理平衡的周家豪就从公司离职了。但周家豪没想到的
是，他侵占来的货物虽然价格昂贵，但国内市场很少，他根
本销赃不出去。

利令智昏，为了能脱手赃物，周家豪竟然主动联系原公
司的业务经理，表示有一批加药器要卖给厂里，价格比较便
宜，只要原价的 60% 。当时，公司就觉得事出蹊跷，这种
加药器是法国原装进口，每台机器上都有唯一的编码，就像
人的身份证一样，联想到周家豪当仓库管理员时曾经丢失过
货物，就怀疑很可能是失窃的货物。于是公司答应收购货
物，但要求货到付款。

周家豪联系了一名快递人员，要求对方假装从济南齐河
发货，快递员说那样没有物流信息，对方一查便知，周家豪
说有什么事情让买家联系自己就行了。

原公司收到货物后，一查果然是失窃的货物，当即将货
物扣留，并拒绝付款，快递员和周家豪联系后也吓跑了。周
家豪感觉事情败露了，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吕秀丽 刘洋

4 月 17 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执行局通过决议，正式批准
中国提交申报的沂蒙山地质公园
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
公园，成为我国第 38 个，我省
继泰山之后的第二家世界地质公
园。

蒙阴县全城区域位于沂蒙山
地质公园内，作为检察机关，蒙
阴县检察院充分发挥检察职能，
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依法保障绿色
发展，为服务美丽蒙阴建设提供
坚强司法保障。

日前，蒙阴县三峡新能源光
伏发电有限公司在该县野店镇桑
子峪等村补种的公益林已全面完
成，经林业部门检测，补种树木
成活率达 90% 以上，有效改善
了当地生态环境。前期工作中，
蒙阴县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有
5 家企业存在侵占林地的行为，
虽未构成犯罪，但造成了环境破
坏，遂依法提出检察建议，督促
相关单位认真履职，同时对涉事
企业作出行政处罚 52 万元、收
缴生态修复金 444 万元的决定，
并责令异地补种公益林 474 . 45
亩，这是该院立足实际，加大在
公益诉讼检察等方面工作力度的
一个缩影。工作中，该院积极稳
妥推进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摸排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
讼案件线索，与相关职能部门建
立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工作合
力，有效防止行政行为违法，行
政作为失范，切实保护资源环
境。截至目前，该院已办理公益
诉讼案件 3 件，向县水利局、县
环保局等 7 家行政机关分别发出
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12 份，
行政机关不当履行职责的监督检
察建议 3 份，营造了良好的公益
诉讼工作氛围。

同时，该院始终对污染环境、矿山开采等违法犯罪保持
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行为，全面运
用打击、预防、监督的法律手段为环境保护工作保驾护航，
为全县生态家园建设助力。今年 2 月，该院发现辖区某村徐
某等人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开采矿产资源，
对环境造成了破坏，办案人员经过实地调查取证，认定徐某
等人涉嫌非法采矿罪，在认真审查案件的基础上，依法从快
对徐某等人提起公诉，用又快又准的办案方式有力地震慑了
犯罪。今年以来，该院共受理审查批准逮捕盗伐林木、非法
采矿等破坏生态环境资源案件 6 件 9 人，有力地维护了全县
良好地生态环境。

“我们为沂蒙山被评为世界地质公园感到骄傲，同时，
蒙阴县也是全省唯一一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
地，这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下一步，我们将继
续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强生态环境检察工作，
严惩破坏生态环境各类犯罪活动，促进县域生态环境持续健
康发展，为擦亮世界地质公园名片贡献更大的检察力量。”
蒙阴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神合广说。 蒙检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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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社会各界对检察工作的认知度、影响力，增强
监督质效， 6 月 20 日，宁津县检察院组织志愿者服务队
走进辖区时集镇集市，开展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法治宣
传进集市”活动。检察官志愿者们以发放宣传资料、进行
法律宣讲的形式，从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等角
度对民行检察职能进行宣传，让广大人民群众全面了解检
察工作，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更好
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董海徽 摄

监守自盗

赃物竟卖回原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