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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办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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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欢案”纠错

明确提出于欢的行为有
防卫性质，起诉书和一审判
决书认定不全面。

清理判处实刑罪犯未执行刑罚

查处违纪违法检察人员216人
同比增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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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上，曹建明还特别提
到了雄安新区，他表示，最高检
和河北检察机关要把握好雄安
新区的战略定位、建设理念和重
点任务，切实做好打击犯罪、防
控风险、服务建设等工作。

曹建明说，当前要密切关

注雄安启动区征迁、重点片区
安置、交通生态工程建设等重
点领域，依法惩治扰乱项目建
设秩序犯罪，严肃查处索贿受
贿、截留挪用、失职渎职等破坏
投资环境的职务犯罪，妥善解
决搬迁腾退中因土地征用、房

屋征收、移民安置等引发的矛
盾纠纷。

北京、天津、河北检察机关
要加强司法合作，共同研究服
务保障措施，提升服务雄安新
区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能力。

上半年检察机关
查办职务犯罪超3万人

同比上升19.6%；上半年批捕刑事犯罪嫌疑人51.5万人，提起公诉74.7万人

7 月 11 日至 12 日，全国
大检察官研讨班在贵州举
行。新京报记者从会上获
悉，今年1月至6月，29个省
份立案侦查职务犯罪人数达
到 30538 人 ，同 比 上 升
19.6%。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
类刑事犯罪嫌疑人 515458
人、提起公诉 746914 人，同
比 分 别 上 升 28.4% 和
16.9%。其中，检察机关起诉
非法提供、非法获取公民个
人信息犯罪1225人；在推进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项治理
方面，批捕 14540 人、起诉
11590人。

会议还披露了上半年查
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进
展。1至6月，除北京、山西、
浙江三个试点地区外，其他
29 个省份立案侦查贪污贿
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
30538 人，同比上升 19.6%。
其中原县处级干部1505人、
原厅局级干部224人。

这其中还特意提到了
几名“大老虎”：依法对黄兴
国、李嘉、马建、陈旭、卢恩
光等 12 名原省部级干部立
案侦查，对王保安、王阳、张
越等 14 名原省部级干部提
起公诉。

在扶贫领域查处职务犯
罪1650人，同比上升81.7%；
突出查处重大责任事故背后
的职务犯罪 495人，最高检
对河南登封兴峪煤矿重大煤
与瓦斯突出等 12 起重大事
故挂牌督办。

在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
赃专项工作方面，已有39个
国家和地区遣返、劝返外逃
职务犯罪嫌疑人 174 人，其
中“百名红通人员”28人。

7月 12日召开的全国大检
察官研讨班上，最高检检察长
曹建明部署下半年工作时提
到，要加大刑事审判监督力度，
坚决纠正定罪不当、量刑严重
失衡、审判程序严重违法等问
题。其中包括，完善对法院指
令异地再审案件监督机制，探
索建立刑事申诉异地复查制
度，健全冤错案件及时发现和
纠正机制。

曹建明特别谈到检察机关
要聚焦“法律监督主业”，加大
监督力度，其中包括“侦查活
动监督”“刑事审判监督”“刑
事执行检察专项监督”“民事

行政诉讼监督”“检察监督立
法”等。

在侦查监督方面，要总结
侦查活动监督平台试点经验，
逐步在全国推广；在民事行政
诉讼监督中，要聚焦公权力
行使，既注重纠正错误裁判，
也注重强化对审判人员违法
行为的监督；健全检察机关
与纪检监督机关衔接机制，及
时移送诉讼监督、公益诉讼中
发现的相关公职人员违纪违
法线索。

曹建明还特别提醒，强化
检察监督既要有“量”的要求，
更要在“质”上下功夫。要综合

考虑违法情形的性质、程度及
诉讼阶段，既依法运用抗诉、纠
正违法等相对刚性监督手段，
又善于运用检察建议等方式，
增强监督效果。大力推进类案
监督，认真分析同类案件的共
性问题、不同类案件的普遍性
问题，提出综合性监督意见。
加大跟踪监督力度，持续推动
问题解决。

记者注意到，2015 年的最
高检工作报告中也曾提到“探
索建立刑事审判异地审查制
度”。当时就有代表委员表示，
刑事申诉异地审查有助于申诉
案件及时公正办理。

今年上半年检察队
伍内部共查处违纪违法
检察人员 216 人，同比
增长 19.3%。这也是全
国大检察官研讨班上披
露的数字。

记者注意到，今年
5 月，最高检就通报了
近两年来查处的 12 起
检察人员违纪违法典型
案件。其中包括河南省
检察院原副检察长李晋
华受贿、巨额财产来源
不明案等。

因 为 这 些 队 伍 内
部 的“ 蛀 虫 ”，在 部 署
下半年的工作时，最高
检检察长曹建明专门
提到了“从严治检”的
问题。

曹建明说，今年 5
月，中央纪委通报了上
海市检察院原检察长
陈 旭 严 重 违 纪 违 法
案。各级检察机关要
深刻吸取教训，严肃党
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
监督，严格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各项规定。要
加大正风肃纪力度，对
那些仍不放手、顶风违
纪违法的，有一起查一
起，查一起通报一起，毫
不留情。

（新京）

216名检察
内部人员被查

在强化监督的基础上，还要
推动完善检察监督立法。曹建
明说，要认真总结近年来探索的
有效监督方式和程序，针对检察
监督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立
法研究，提出意见建议，把实践
成果固化为法律规定，推动检察
监督体系法治化、规范化。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何家弘曾对记者表示，随着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等的推进，检
察机关要如何定位需要在改革
中进一步明确，关于监督职能的
具体问题需要作出细化规定。

与侦查、审判机关职能相对
固定不同，现代检察制度自诞生
之日起，就具有极大的多样化和
复杂性，检察权的性质、检察机
关的职能因各国政治制度的差
异而有着根本区别。为此，曹建

明说，各级检察机关要深入系统
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大背景下如
何坚持检察机关宪法定位，如何
丰富检察监督内涵、完善检察监
督格局、提高检察监督能力。

上半年检察机关推进集中
清理判处实刑罪犯未执行刑罚
检察工作，核查出的11379人已
监督相关机关纠正 8194 人，其
中收监执行636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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