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警，一直是全国两会安保的
中坚力量，因而每年参与安保的武
警都备受关注。近日，武警北京总
队某部为备战两会，通过多重筛选，
严格选拔两会安保力量。据了解此
次两会，武警北京总队严格把关，从
选人开始，都先由各基层中队推荐
优秀士兵，再对推荐人员进行政治
审核、心理测评、面试过关、岗前培
训与能力考核五道关卡，都通过的
人方能参与两会安保工作。图为选
拔现场。 （国际在线消息）

武警选拔两会安保力量

至少经过五道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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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 16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
绍检察机关近年来建设“智慧检务”的
有关情况。最高检新闻发言人王松苗
表示，到2017年底，最高检将建成覆盖
全国四级检察机关涵盖司法办案、检
察办公、队伍管理、检务保障、检察决
策支持、检务公开和服务等在内的电
子检务工程“六大平台”。

智慧检务破解“暗箱操作”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

科技革命蓬勃兴起，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正在重塑人们的生产生活方
式。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紧紧把握
网络信息时代发展机遇，全面建设“智
慧检务”，着力深化司法公开，努力维
护司法公正。

所谓“智慧检务”是以电子检务工
程为抓手，集“信息感知、网络传输、知
识服务、检务应用、运行管理”五维一
体的检察信息化应用体系，通过运用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促进检察工作与信息化深度
融合，“实现了人在干，数在转，云在
看”。

“智慧检务”落实到检察机关工作
中，便是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
统。最高检新闻发言人王松苗介绍，
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是集办
案、管理、统计于一体的网络信息化系
统，是“智慧检务”在检察业务领域的
具体体现。

据介绍，自 2014 年 1 月检察机关
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在全国检察机关部
署应用以来，通过不断开发完善，已有
各类案件1030余万件在系统内运行。

“全国四级检察机关 3600 多个检
察院、20 多万名检察人员按照一个标
准、运用一个程序、在一个平台办理案
件，实现跨部门、跨地域、跨层级信息
互联互通，解决了以往信息化建设中
出现的信息孤岛、重复建设等问题。”

王松苗说，案件一旦进入系统，除法定
原因外不可人为撤换更改，所有的司
法办案活动都置于客观动态的“聚光
灯”下，有效消除管理死角与监督盲
区，最大限度挤压“暗箱操作”的空间。

大数据解决“案多人少”矛盾
在“智慧检务”建设中，不光最高

检在努力打造大数据检务体系，各地
检察机关探索也利用信息化、大数据
手段打造高效便捷职能工作模，不断
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

“司法大数据在检察工作中的运
用主要表现在司法办案和管理者决策
两个方面。”最高检检察技术信息中心
主任赵志刚说。

赵志刚介绍，在司法办案方面，大
数据一方面表现为建立司法办案知识
库，实现类案推送、风险评估等功能，
把检察官从编制阅卷笔录等繁琐的书
写工作中解放出来，解决“案多人少”
的突出矛盾；另一方面表现为研发司
法办案智能辅助系统，辅助开展定罪、
量刑等工作，通过类似案件综合分析，
对偏离度过大的案件启动评查机制，
分析具体原因，解决标准不一、司法任
意性等问题。

王松苗举例，贵州省检察机关围
绕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针
对多发的盗窃、抢劫等犯罪，组织绘制

“犯罪构成知识图谱”，运用大数据“实
体识别技术”“案件数学建模技术”等，
创新研发司法办案辅助系统，解决“案
多人少”“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安徽、
江苏、浙江等地检察机关积极探索运
用智能语音识别系统，自动生成检委
会记录、讯问询问笔录，力求准确。

“在管理决策方面，主要是依托全
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把海
量的检察办案信息数据进行汇聚。”赵
志刚说，“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立体的
司法办案评价体系，进而加强对执法

办案的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同时也
为检察官考核工作提供案件信息参考
数据和评查的依据。”

去年网上公开重要案件信息超10
万件

网络信息公开也是“智慧检务”的
一项重要内容。

2014 年，最高检在全国检察机关
上线运行人民检察院信息公开网，集

“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辩护与代
理”、“重要案件信息发布”和“法律文
书公开”四大平台于一体。以人民检
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的开通为标志，
检察机关案件信息工作全面展开。

最高检案件管理办公室主任许山
松告诉记者，在案件信息公开上，检察
机关始终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以不公
开为例外的原则，将案件信息公开情
况作为案件办理的必须步骤，由案件
管理部门专门负责对案件信息公开工
作进行督促检查、定期通报，确保“该
公开的一律公开”。

以 2016 年为例，在重要案件信息
发布方面，人民检察院信息公开网共
发布重要案件信息 108100 件，同比增
长 36.2%。其中，发布职务犯罪案件
34649件，热点刑事案件30965件。

最高检统计数据更是显示，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
在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共发布
案件程序性信息4494548条、重要案件
信息204738条、法律文书1587940份。

“我们还采取许多措施，确保律师
能够及时阅卷和了解案件办理情况。”
许山松举例，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
开网和微信服务平台专门设置了“辩
护与代理网上预约”平台，律师通过电
脑、手机等进行网上预约，预约成功
后，可以直接在网上查询案件信息，或
者到相关检察院办理阅卷预约及其他
具体业务。 （来源：新华网）

智慧检务开启检察办案新模式

记者近日在全国学校安全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上获悉：自2012年开展“护
校安园”专项工作以来，涉校刑事案件
连 续 4 年 下 降 ，2016 年 同 比 下 降
19.6%，为近几年下降幅度最大的一
年。此外，2016 年中小学和幼儿园非
正常死亡人数同比下降 9.2%，其中溺
水、交通、踩踏等事故灾难类死亡人数
同比下降13.9%。

据悉，2016 年全国 86%的中小学

和幼儿园配备了保安员，比上年提高
了 8个百分点，70%的校园安全防范系
统建设达到了国家标准要求。全国公
安机关有26万民警担任学校法制辅导
员，开展法制安全教育和演练 150 万
次，公安机关在校园周边设立警务室
及治安岗亭20万个、“护学岗”13万个，
校园周边每日巡逻警力达 45万人次。
去年，各地公安机关会同学校及时发
现、制止可能危害师生安全的案事件

苗头2240起。
会议指出，要从源头上预防学生

欺凌和暴力行为的发生。要坚持教育
为主、惩罚为辅，依法依规处置学生欺
凌和暴力事件，对受害学生及时进行
心理辅导，对施暴学生开展心理和行
为矫治，并予以适当的教育惩戒。构
成违法犯罪的，应及时报告、依法处
理，有效遏制此类事件发生。

（来源：人民日报）

以权谋私，强占土地，欺压百姓，横行乡里
……2016年 8月，河北定州市人民法院依法对
泉邱二村原村主任孟玲芬进行了公开宣判，以
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职务侵占
等七项罪名被定州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
徒刑2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5万元。一审宣
判后，孟玲芬当庭表示不服，提出上诉。2016
年 11 月 10 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5年8月，在河北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
孟玲芬等人曾殴打村民和记者，定州市公安机
关迅速立案侦查，将孟玲芬抓捕归案，随后牵
出了其自2012年起的一系列犯罪行为。

事件起因为，2015 年 7 月 25 日，被告人孟
玲芬以本村村民孟凡英未交土地承包费为由，
租赁铲车到孟凡英位于村北的承包地内，铲毁
法桐 94 棵、玉簪花苗 100 平方米。经鉴定，被
毁苗木价值共计 28220元。之后，孟玲芬再以
孟凡英未交土地承包费的名义，指使同村的石
某雇佣人员，到孟凡英的承包地内发放砍刀，
并指挥他人砍毁承包地内种植的法桐、栾树、
香花槐、丝绵木、白蜡等苗木。

8月 24日，孟凡英打电话向河北电视台农
民频道“老三热线”求助。农民频道记者、摄像
师和司机三人来到泉邱二村，到孟凡英的地里
录完像后，打算采访村支书。当时的现场视频
显示，孟凡英和记者到村党支部书记家附近
时，被孟玲芬带人堵住。孟玲芬打了孟凡英一
耳光，并追赶孟凡英到屋子内。随后，孟玲芬
让几人抢夺记者的设备。当日深夜，孟玲芬再
次纠集人员打砸孟凡英家，致使孟凡英家的门
窗、院内停放的轿车被损毁。经鉴定，被毁物
品价值共计13134元。

孟玲芬被调查后，公安机关发现她还涉及
另外多起案件。自2012年以来，孟玲芬利用泉
邱二村村干部身份，组织其丈夫、儿子、弟弟、外
甥等家族成员，并纠集社会人员，采用暴力及恐
吓手段，进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滥伐林
木、敲诈勒索、非法占用农用地、诈骗、职务侵占
等多种违法犯罪活动，逐步形成了以孟玲芬为
首的恶势力犯罪团伙，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

2013年 4月，孟玲芬利用担任定州市大辛
庄镇泉邱二村村务领导小组组长、行使村民委
员会主任职权的职务之便，以村民委员会名
义，将本村的三亩窑坑地以 13万元的价格，承
包给他人。孟玲芬收取该款后，未入村委会账
目，据为己有。

2014 年 12 月 11 日下午，孟玲芬以本村村
民石会群之女石丽丹在互联网上对其发表不
满言论为由，纠集被告人石永波、石江涛、王
奇、司令员、王鹏浩等人到石会群家，持棍棒打
砸石会群家房屋门窗玻璃及停放于院内的吉
利牌轿车，价值共计 2531元，并殴打石会群之
妻苏跃红致轻微伤。

2015年 7月，被告人孟玲芬以本村村民刘
金刚未及时交纳土地承包费为由，指使被告人
石永波掐断刘金刚家生活用电，双方发生争
执。后被告人孟玲芬、石永波、石江涛及被告
人石江涛纠集的社会人员到本村村民郄玉玲
家，持棍棒击打刘金刚胸腹部，致其左侧第11、
12肋骨骨折。

记者看到，当地检察机关对孟玲芬的指控
犯罪事实达 15 项之多。当地法院判决书近 5
万字。

除孟玲芬外，其他同案犯也受到法律惩
处。 （来源：中新网）

涉校刑事案件去年同比降19.6%

河北“村霸”女村主任

终审获刑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