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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潍坊市奎文区检察院认真贯
彻落实司法为民工作部署，坚持把办实事、
解难题、排民忧贯穿于工作中，依托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系列实践活动，着力打造检察便民、为
民服务舞台，有效提升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满
意度。

民呼必应，打造群众“解忧杂货店”

一张笑脸迎上、一句问候道上、一把椅
子递上、一杯温水端上，用最真挚和贴心的
服务，将安抚稳定的情绪传递给来访人员，
这是奎文区检察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的日
常工作缩影。

作为直面群众的窗口部门，奎文区检察
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工作理念，为给群众提供更加便利的服
务，该院从优化接待场所着手，设立了控申
接待大厅、检察长接待室、律师值班室、案
件讨论区等，配备了饮水设备、应急药品、
安检设备。该院还在等候区放置各项业务宣

传手册，详细列明各项业务的受理条件、办
理流程、法律依据，供来访群众参阅，从人
性化角度完善接待场所，为人民群众创造一
个良好的来访环境。

同时，该院积极发挥检察职能，全力
做好信访工作，认真落实“群众信访件件
有回复”，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化解，细化
工作流程规范，认真做好七日内程序性回
复，三个月实体答复，确保即收即复、即
诉即办。今年以来，该院 12309 检察服务
中心共办理群众来信来访 85 件，均依法在
法定期限内回复答复，确保件件有回音、
事事有着落。

律检合作，铸造“律检服务连心桥”

奎文区检察院依托 12309 检察服务中
心，积极构建新型、健康、良性互动的检律
关系，以尊重和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为核心，
多措并举深化检律协作，检察人员和律师的
职业认同感不断提升，协调配合不断加强，
新型检律关系不断深化。

在工作中，该院开通“线上线下”一站
式服务，为律师提供更多便利。

线上，依托“ 12309 中国检察网”、检
察服务热线、检律工作群等平台，开启检律
协作新模式，让律师“动动手指”尽享检
察服务；线下，开通律师服务“绿色通
道”，设置专门的律师值班室，配齐相关
软硬件设施设备，充分发挥律师熟悉法律
知识的专长，坚持每天邀请一名律师参与
法律释明、化解息诉、提出意见建议等工
作。

同时，该院进一步完善案件查询系统、
程序性信息公开和值班律师工作等机制，并
指定专人负责律师接待工作，实行统一受理
和办理，方便当事人和律师了解案件进程，
依法保障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的查询、会见、
阅卷等基本执业权利。

该院还利用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直接服
务律师群体的优势，积极借助律师第三方力
量，通过律师代理申诉案件、邀请律师参与
公开听证、信访接待等方式，协作配合打造
新型矛盾化解体系。

检务公开，建设“检察事务阳光房”

12309 检察服务大厅是群众来访的第一
道“窗口”。为进一步提高便民阳光服务窗
口质量，奎文区检察院紧抓为民、务实的工
作点，依托网上平台，规范开展检务公开工
作，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
腿”，确保检察服务高效便捷。

该院指定专人负责“检务公开”管理工
作，在 12309 中国检察网、院门户网站平台
及时发布重要案件信息、生效法律文书、案
件程序性信息等内容，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
在诉讼程序各个环节的知情权。今年以来，
已发布案件程序性信息 457 条、法律文书
225 份、重要案件信息 110 条。

同时，该院多次开展检察开放日等体验
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工作
者、企业家等社会各界群体，来院参观座
谈，面对面了解检察工作，畅通检民沟通渠
道，充分展示了阳光检务的“新形象”，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玄承瑛 董宇

2020 年以来，不捕率 40 . 1% ，高于全
市 12 . 73 个百分点；不诉率 12 . 6% ，高于
全市 4 . 4 7 个百分点；捕后轻缓刑率
6 . 58% ，低于全市 9 . 85 个百分点。这是东
阿县检察院“少捕慎诉慎押”成绩单。

“两高一低”的背后，映照出的是东阿
检察人“少捕慎诉慎押”的司法理念，以及
“努力让法律要求的公平正义、检察机关追
求的公平正义转化为人民群众认可的公平正
义”的司法境界。

破题：勾勒最大同心圆

“少捕慎诉慎押”如何才能落地生根见
效？机制先行是破题的关键。

健全提前介入机制，让侦诉衔接更加顺
畅。东阿县检察院会同公安机关共同签署了
《关于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工作办法 (试
行)》，作出“每件必复、按期答复、不退
不延”的承诺，通过实质性审查，彻底改变
以往“听听介绍、口头说说”的做法，以提
前介入规范侦查取证行为，提升侦查取证质
量。

建立快速办理机制，让政策落实更加有
力。东阿县检察院会同公安机关、法院、司
法局共同签署了《认罪认罚刑事案件从宽快
速办理机制实施细则(试行)》，规定了认
罪、认罚、从宽、速裁定义和判断标准，细
化了办案部门的法定义务，为推动“少捕慎

诉慎押”的办理工作依法、稳妥、积极、有
序开展提供了机制保障。

完善法检协同机制，让办案标准更加明
晰。东阿县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醉酒驾
驶机动车的实施意见(试行)》，明确了驾驶
员醉酒驾驶的酒精含量分为 120mg/100ml
以下、低于 200mg/100ml 、高于 200mg/
100 ml 三档，其中酒精含量低于 120 mg/
100ml ，且没有其他犯罪情节的，可以作出
不起诉决定。规范了案件不起诉的标准，统
一了执法司法尺度，从源头上提高了案件质
效。

“作为贯穿刑事办案各环节的系统工
程，把握好‘少捕慎诉慎押’的逻辑起点和
价值归宿，必须在配合上形成司法实践的
‘最大同心圆’。”东阿县检察院检察长王
伟林点题。

聚力：汇聚最大向心力

东阿县检察院办理的刑拘直诉付某某寻
衅滋事案——— 10 月 8 日，县公安局刑事拘
留； 10 月 12 日，县检察院提起公诉； 10
月 13 日，县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判决。五
天的诉讼周期见证了“少捕慎诉慎押”与诉
讼效率的有机统一。

效率的原动力源于司法境界的提升，以
及由之而来的行动力。

“对拟改变事实认定、改变法律适用、

改变定性的案件，必须提交检察官联席会议
讨论决定。”

“每个办案组在办理审结之前，必须填
写《刑事案件主要考核内容一览表》，以表
格方式设置‘少捕慎诉慎押’的审查要点。”

“刑事速裁案件，必须达到提起公诉的
45% 以上。”

三个“必须”从三个维度形成了“少捕
慎诉慎押”的有效咬合：检察官联席会议解
决的是单兵作战、独立决定的弊端，为不
捕、不诉、羁押必要性审查等疑难复杂案件
提供辅助性支撑；专业化办案组解决的是案
多人少和面面俱到审查之间的矛盾；繁简分
流解决的是“繁案”“简案”的科学界定，
成为捕诉办案质效的新模式。

“我院刑事检察部门成立了 5 个专业化
办案组，先后召开检察官联席会 90 余次，
适用速裁程序办理案件 157 件，适用率达
47 . 86% ，有效提升了办案效率，促成了案
结事了人和。”东阿县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一
级检察官胥雷介绍。

见效：释放最大司法善意

作为故意伤害案被告人，田某某系转业
军人、在校大学生，有自首情节，检察官通
过释法说理、说服教育，田某某积极赔偿受
害人孙某某 7 万元，并自愿认罪认罚。经公
开听证后，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田某某得以继续完成研究生学业，成功消弭
了矛盾、化解了纠纷。该案被《聊城市检察
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专项工作报告》
采用推广。

2020 年以来，东阿县检察院依法不批
准逮捕犯罪嫌疑人 73 人，不捕率 40 . 1% ，
连续两年呈上升态势；依法不起诉 61 人，
不诉率 12 . 6% ，连续两年呈上升态势；逮
捕案件判处轻缓刑 1 0 人，捕后轻缓刑率
6 . 58% ，连续两年呈下降趋势。

“升降”之间诠释的是东阿县检察院将
“少捕慎诉慎押”理念植入司法实践的最大
司法善意的写照。

完善检察官业绩考评，将捕后变更强制
措施、存疑不起诉等作为案件质量评查重
点，激发内生动力；定期召开业务研判分析
会，通报不捕、不诉适用情况，及时发现解
决问题困难，对适用率偏低的检察官进行督
促提醒；探索羁押听证审查模式，增加司法
办案透明度，让检察权更好地在法治的阳光
下运行。在办理孟某某妨害公务案中，邀请
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公安机关侦查人
员及被妨害执行公务的民警、犯罪嫌疑人的
辩护人参加羁押审查公开听证会，听取各方
面意见，依法对孟某某作出不捕决定，并最
终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

2020 年以来，该院诉前羁押人数显著
下降，诉前羁押率 39 . 43% ，低于全市 5 . 72
个百分点。 徐宜亮 王园

“少捕慎诉慎押”的“东阿样板”

贴心服务“小窗口”，检察为民“大舞台”

“袁书记，俺要谢谢你！” 10 月
28 日一大早，龙口市新嘉街道龙化村
村民刘玉芳来到村“两委”办公室，将
一面锦旗送到烟台市检察院派驻该村
“第一书记”袁宁手中，感谢她忙前跑
后，帮助村里老人解决了赶集太远的难
题。

故事得从该村自来水改造说起。龙
化村是一个有 2000 多人的大村，农历
的三日、六日、九日，是该村的赶集
日。实施自来水改造以前，集市一直设
在村里的一条主街上，每到集日，不单
单是龙化村村民来赶集，周边村的村民
也纷纷赶来。

今年夏天，龙化村实施自来水改
造，大街被挖开，村里只好把延续了近
30 年的大集，搬到离村两三公里以外
的地方，这给年纪大的村民带来了不
便。自来水改造完工后，经常有老人到
村“两委”办公室，请求将大集搬回村
里。“人老了，腿脚也不灵便了，前几
天还在路上摔了一跤。”年近八旬的村
民刘玉芳不止一次找到袁宁，希望能早
点把大集搬回村里。

群众的“急难愁盼”，就是村“两
委”工作的重点。袁宁和村“两委”干
部走家串户开展调查，倾听村民的心
声。“我每天接到的村民电话，多半是
跟搬迁大集有关。”袁宁说。

在袁宁的倡导下，该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曲衍东和村“两委”班
子成员经过调查走访了解民情后，决定
将大集搬回龙化村“老地方”。 10 月
28 日，龙化大集重新搬回龙化村里，
村民们兴高采烈，刘玉芳老人特意制作
了一面锦旗，送到村“两委”办公室。

“只有把村民放在心里，村民才会
真正把我们记在心里。”今年 26 岁的
袁宁， 2019 年考入龙口市检察院，任
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今年 7 月被派
驻龙化村任“第一书记”。“身份变
了，我肩上的责任也更重了。”袁宁到
村后，用脚步丈量民情，挨家挨户走
访，摸清村里的情况。与村“两委”干
部、党员和村民代表进行座谈，了解村
情和群众诉求。在她的协调下，村里
1 1 位患有大病的村民，领到了救助
款，解了医疗的急需。

驻村越久，她对村民村情越熟悉，
村民也看懂了她的真情实意，有些村民
甚至拿她当“闺女”看待。今年 9 月，袁宁跟往常一样，一
大早开车去村里开展工作，可待晚上下班准备离开时，车被
施工时挖开的横沟“堵”住了。正在袁宁望“坑”兴叹时，
郑祖益、郑绪杰等村民看到后，立即抬来钢板铺在横沟上
面，使袁宁顺顺当当地把车开了出来。“你把村民当亲人，
村民就拿你当家人。”袁宁说，作为“第一书记”，就应该
完完全全沉到村里，及时帮助村民解决糟心事、揪心事、烦
心事，不辜负乡亲们的期望。

王青 曲艺

农业机械化设备的普及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减轻了
农民负担，但一些机械化设备虽操作简单、方便快捷，却
并非“人畜无害”，一旦操作不当，便可能露出锋利的牙
齿“咬人”，从而引发事故。

近日，莒县某乡镇就发生了这样一起事故：高某某受
王某某雇佣，无证驾驶二手无牌照轮式拖拉机悬挂旋耕
机，在某处耕地内进行播种作业。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和疏
忽大意，王某某被卷入旋耕机内，事故致使王某某当场死
亡，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旋耕机是与拖拉机配套完成耕、耙作业的耕耘机械，
因其具有碎土能力强、耕后地表平坦等特点，而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旋耕机配备的犁刀锋利，在发动机的带动下一
秒钟可转数圈，能轻易刺穿僵硬的土地，也正因如此，一
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纵观近年来各地类似案件，农机事故的发生主要有以
下几点原因：一是农业机械设备存在安全隐患，防护措施
不到位；二是驾驶员操作不当，多数未经培训即上岗操
作；三是随车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不强，不注意与旋耕机等
农业机械设备保持安全距离。

为进一步规范此类设备的管理应用，杜绝事故发生，
近日，莒县检察院充分调查后，向相关单位送达了检察建
议书，针对强化安全宣传、加大设备销售环节整治力度、
强化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与审查，以及严格农业机械安全
监督检查等工作提出建议。

办案检察官提醒，农民朋友在操作使用农业机械化设
备时，一定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做到不使用就立即停掉
机器动力，不停机绝对不靠近机器，要严格按照操作规范
作业，让农业机械化设备的“利齿”真正造福农民。闫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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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县：积极履职，严防旋耕机“咬人”

“我对自己行为很后悔，再次真
诚地表示歉意，保证以后不再冲动行
事，非常感谢检察官对我的帮助。”
11 月 9 日，郓城县检察院发生了暖心
一幕，一起故意伤害案当事人李强带
着两面“秉公执法 一心为民”“公
正执法 热心为民”的锦旗，送到承
办检察官黄艳萍与检察官助理杨冰洁
手中，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琐事：因口角矛盾致人轻伤

2019 年 12 月，李强与牌友在打
牌过程中，王刚站在旁边观摩其打
牌，并对牌局进行指点。此时李强对
王刚的说牌行为表示不满，并口头制
止他的行为，于是二人便你一句我一
句争吵起来，双方引发口角后矛盾升
级。冲突中，李强用拳头殴打王刚鼻
部、腹部，经鉴定王刚构成轻伤二级。

案件发生后，李强与王刚就赔偿
问题产生纠纷，彼此争吵不断。案件
受理后，承办检察官第一时间问询双
方当事人是否可能和解，两人互有怨
言，争执不下，拒绝和解。

调查：寻找和解线索

随着对案件的深入走访调查，承
办检察官发现，李强的妻子离家出
走，留下两名幼小孩童，同时因父亲
重病多年，李强四处借钱为父亲看
病，负债累累，家庭困难。

“李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但该案系由偶发矛盾引起，如果就案
办案对李强提起公诉，虽然法院也会
进行判决，但这样李强不但背负刑
罚，还会导致两名儿童无人照料，王
刚也得不到相应赔偿，无法达到良好
的社会效果与法治效果。所以，我们
将案件办理重点聚焦在矛盾化解工作
上。”黄艳萍表示。

但双方矛盾较深，派出所民警已
多次对双方进行调解，一直未达成和
解协议。这让办案检察官皱紧眉头，
犯了难。如何才能化解矛盾，真正落
实“司法为民”的宗旨呢？

调解：将双方重新拉到和解桌

根据了解到的情况，检察官多方
联系，让双方的熟人参与，本着“冤

家宜解不宜结”的精神，着重从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角
度做双方工作。

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办案检察官放弃休
息时间，为双方做了大量的和解工作，向李强耐心讲解法
律法规，讲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使其主动向王刚道歉，并筹钱赔偿。同时，检察官也向王
刚反映李强有赔偿意向但经济确有困难等情况，建议王刚
重新提出合理的赔偿金额，并从法理情的角度多次与王刚
沟通，最终王刚表示不再要高额赔偿，接受李强的赔礼道
歉。在检察官的见证下，王刚向李强出具了谅解书。

“群众利益无小事，再小的案件也关乎百姓的切身利
益和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通过主动履职，积极化解矛
盾，促进双方和解，有利于进一步化解矛盾，修复社会关
系，依法正确妥善处理案件，确保实现办案社会效果和法
律效果相统一。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立足检察职能，筑牢
‘司法为民’的服务理念，强化‘温情执法’的检察担
当，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要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曲海舰副检察长表示。

葛振博 徐伟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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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济南市天桥区检察院“初心检察服务
队”第三检察部、第五检察部干警走进舜景花园小区，在
志愿服务中践行检察初心，与群众交谈中共话法治文明。
活动中，检察干警与社区工作者和群众面对面亲切交谈，
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在司法体制改革之下的检察机关主
责主业发生的变化，介绍检察机关司法救助的相关程序，
并向社区群众发放法治宣传资料和《家庭教育促进法》宣
传页，解答群众提出的法律问题， 宗星克 摄

“感谢检察院帮我的当事人解决了持续 3 年的离婚难
题……”得知婚姻关系被解除后，李某的代理律师专程到平
原县检察院表达感激之情。

2017 年 8 月，外省籍女子郭某来到平原与当地男子李
某登记结婚。婚后不久，郭某回老家看病长期不回。 2019
年底，李某向郭某老家法院起诉离婚。经法院审查，郭某与
李某登记结婚所用身份信息已于 2013 年被公安机关注销，
遂以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李某的起诉。为解除这段婚姻
关系，李某开始了长达 3 年的漫漫维权之路。

今年 7 月，平原县检察院受理该案后，迅速开展调查核
实，经委托郭某户籍所在地公安、民政等部门协同调查，证
实了郭某持有已注销的无效身份信息与李某登记结婚的事
实。在调查核实后，检察机关及时发出检察建议，相关部门
采取有效措施依法解除李某与郭某的婚姻关系，维护了李某
合法权利。

近年来，平原县检察院依托与县法院、县司法局建立的
联调化解机制，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对于人民群众反映
的投诉无门、程序空转等问题，积极做好监督纠正、释法说
理、息诉服判等工作，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平检宣

解除无效婚姻登记

维护群众合法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