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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开放日”活动举行

全全市市青青少少年年法法治治教教育育实实现现全全覆覆盖盖
文/片 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王凯忠

5月31日下午，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开放日”活动举行，活动中，聊城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邢文革通报了全全市检察机关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并发布典型案(事)例。记者从活动现场了解到，2017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共依法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64
件84人，提起公诉81件120人，为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市县两级院均成立

独立设置的未检机构

记者了解到，为做好未成
年人司法保护和犯罪预防工
作，市人民检察院党组针对未
检工作点多、面广、任务重的实
际，专门研究制定加强和改进
工作的意见。王钦杰检察长先
后6次作出重要批示，提出殷切
希望和要求，为全市未检工作
科学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全
市市县两级院均成立独立设置
的未检机构，在人员紧张的情
况下，配备了10名办案经验丰
富、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善
于做教育引导工作的员额检察
官和14名检察辅助人员专职从
事未检工作。其中，16人通过了
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考试，为
工作科学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
的组织保障。还制定实施了《聊
城市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
(试行)》和《聊城市人民检察院
未检部门工作职责》，建立健全
了未检工作分析通报、案件报
备、重大敏感案件快速反应等
制度机制34项，结合司法办案
责任制要求和工作实际，对未
检工作进一步细化，确保职责
明确，责任落实到人，未检工作
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

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打击保持高压态势

全市检察机关保持对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打击的高压态
势。连续两年开展了“严厉打击
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维护农村留守儿童合法权益”
等四个专项监督活动。2017年
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共依法批
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64件84人，提起公诉81件120
人。办理了辛某某故意杀人案、
王某某等故意杀人、绑架案、景
某某强奸杀人案等一批有重大
影响的案件，有力震慑了犯罪。

在对涉罪未成年人的观护
帮教方面，全市检察机关积极
探索建立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工
作机制，立足区域特点和工作
实际，以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
年人为主要工作对象，打造以
未检部门为主导，社会广泛参
与、相关部门和家庭密切配合
的帮教模式，全市建成5处观护
帮教基地，对19名涉罪未成年
人实施了帮教。同时注重对未
成年被害人的关爱救助。市检
察院与聊城心理医院、聊城大
学、聊城市法律援助中心建立
了完备的协调机制，共同做好
未成年被害人心理干预、心理
疏导、身体康复、法律援助等工
作，形成未成年被害人司法救
助长效机制。与控告申诉检察
部门联合开展司法救助工作，
对6名未成年被害人发放救助
金16万元。

2017年以来，全市检察机
关共受理提请批准逮捕未成年
人涉罪案件62件86人，不捕29
件35人，不捕率达40 . 7%；共受
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涉嫌犯罪
案件68件124人，不起诉5件11
人，不诉率达8 . 8%。最大限度
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常态化开
展案件质量评查，案件质量位
居全省前列，办理的禹某等抢
劫、寻衅滋事案、赵某某强奸
案、张某某猥亵儿童案三件案
件被评为全省检察机关精品示
范案件。

全市范围内青少年

法治教育实现全覆盖

记者了解到，全市检察机
关坚持把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
建设作为深入推进青少年法治
教育的主要环节和重要任务。
2017年11月，山东省人民检察
院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聊城)
建成并投入使用。检察机关还
与市教育局、关工委、团市委等
五部门联合会签了《聊城市人
民检察院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
使用办法》，对基地的规范化、

常态化使用作出明确规定，逐
步实现对全市范围内青少年法
治教育的全覆盖。基地启用以
来，已接待成人团体、青少年学
生120余场、8000余人。400余名
家长主动预约，利用周末和寒
假陪同孩子参观学习。目前，全
市共建成7处各具特色的青少
年法治教育基地，法治宣传教
育与犯罪预防工作的辐射面不
断拓宽，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
正在成为水城未检的一张新名
片。

同时加强临界、类案及特
殊群体预防，对受到治安管理
处罚或被学校开除的未成年
人，联合公安机关、学校、家长
从心理辅导入手，单独安排未
成年人及其家长到基地接受法
治教育、开展座谈和心理辅导，
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思想动
态，进行个案心理辅导或团队
心理辅导，并建立档案、长期跟
进，提供“一对一、手拉手、心贴
心”的服务，促使其回归正途、
回归校园，远离违法犯罪。与聊

城监狱、聊城水滴善行会联合，
对监狱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
进行精准帮扶，通过安排参观
教育基地、提供心理疏导、经济
帮扶等多种方式，促其健康成
长。今年以来，受理成年人侵害
未 成 年 犯 罪 案 件 同 比 下 降
37 . 1%。

挂牌督办15起严重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据介绍，2017年以来，全市
检察机关4名干警被评为市级
以上业务标兵、业务能手。市检
察院注重加强对重大敏感案件
的办理，对全市范围内有重大
影响的15起严重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进行挂牌督办、跟踪
指导，确保案件办理质量。加大
诉讼监督力度，对侵害未成年
人重罪轻判的刑事案件，依法
提出抗诉1件1人，法院均予以
采纳。注重办案精细化，从证据
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殊制度
程序落实的细微之处着手，力

争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精品案
件。围绕试点工作来创新，抓住

“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民事
行政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试
点”工作的契机，大胆探索实
践，提出新思路、新举措，做到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努力创造
可复制可推广的聊城经验。

东昌府区检察院发出行政
违法检察建议督促加强校园周
边636家小饭桌监管，保障了中
小学生就餐安全，形成共治共
管机制，受到相关单位和各界
群众一致好评。临清市院“大白
哥哥”未检工作团队积极关注
问题青少年、留守儿童、在校学
生等重点人群，开展心理疏导，
进行普法宣传，被评选为2017
年山东省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
人司法保护未检工作品牌。东
昌府区院打造“少年法学苑”名
片，开启矩阵式未成年人权益
保护新模式，构建起“机关、学
校、家庭、社会”四位一体、协作
联动的未成年人帮教维权网
络。

开放日活动上，学生代表在山东省人民检察院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聊城)参观。

本报聊城5月31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安琳琼
刘文勃) 为落实聊城关于

开展文明单位结对帮扶社区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要求，
根据学校相关推进会部署，5
月30日，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
校机关第三党支部、宣传处、
团委、学生白云志愿者服务
队、党员志愿者服务队代表等
共约40人走进龙湾社区开展
结对帮扶创城活动。

在社区负责人的组织下，
学生志愿者们身披绶带，分
成两个小组，一组对居民区
展开清扫活动，沿路捡杂物、
清理小区内绿化带垃圾，以
实际行动倡导文明，美化社

区环境；另一组开展第3 1个
世界无烟日宣传活动，向社
区居民发放由龙湾社区党总
支和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共 同 发 起 的《 创 建“ 无 烟 社
区”倡议书》，倡导居民从自
身做起，主动参与控烟禁烟，
共 同 打 造 健 康 生 活 无 烟 环
境。校团委书记王玉青、信息
工程系团总支副书记陈鲁光
和学生志愿者们冒着近30余
度高温，一同开展了两个小
时的文明志愿活动。与此同
时，宣传处几位工作人员与
社区负责档案材料的人员对
接，建立了联系，并当场就社
区工作及社区创城工作的相
关 材 料 建 档 事 宜 进 行 了 交

流，提出了工作建议。
此次帮扶活动，是学校相

关负责人前期走进社区开展
结对帮扶对接调研之后的第
一次进社区帮扶创城活动。活
动使社区卫生环境进一步改
善，文明宣传受到社区居民的
一致称赞，学校也进一步了解
了社区的具体情况和需求，为
今后深入、有效开展帮扶创城
活动奠定了基础。

聊聊城城高高级级财财经经职职业业学学校校

到到龙龙湾湾社社区区开开展展结结对对帮帮扶扶创创城城活活动动

注销公告
聊 城 市 东 昌 府 区 青 杨 农 业 专 业 合 作 社 ( 注 册 号 ：

371502NA000130X)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清算组由高林、耿立富、张丽霞组成，请债权人自本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2018年6月1日

挂失声明
姓名秦清，序列号为鲁船培JS0003890的《船员培训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挂失声明
姓名李龙飞，序列号为鲁船培JS0003875的《船员培训证

明》丢失，声明作废。

挂失声明
聊城市经济开发区明湖居快餐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注册号：371527600127619，声明作废。

声明注销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全部丢失，37150219851226111801，聊城

市高新区绿洲坳土菜馆，372501196507041546p0，聊城市开发区
东城学兰麻辣鱼家常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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