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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日前，最高法院印发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
工作的意见》，《意见》规定，国家司法救助金以案件管辖
法院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基准确定，一般不超过 36 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总额。也就
是说，3年月平均工资总额是司法救助金上限。

《意见》明确，对同一案件的同一救助申请人只给予
一次性国家司法救助。对于能够通过诉讼获得赔偿、补
偿的，一般应当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损失特别重大、生活
特别困难，需适当突破救助限额的，应当严格审核控制，
救助金额不得超过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判决给付或者虽已
判决但未执行到位的标的数额。

根据《意见》，8 种情形下当事人因生活面临急迫困
难提出国家司法救助申请，法院应当予以救助。例如，刑
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造成重伤或者严重残疾，因
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
陷入生活困难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危及生
命，急需救治，无力承担医疗救治费用的；刑事案件被害
人受到犯罪侵害而死亡，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
力，依靠被害人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无法通过
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等等。

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向社会公布了一批涉医违法
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包括故意杀人案、故意伤害案、寻衅
滋事案、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

寻衅滋事案

被告人王某在某美容整形医院接受鼻部整形术失败
后，到湖北省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
医院整形美容外科，于 2008年 5月、2009年 11月两次接
受了鼻部整形修复重建术。术后，王某不满手术效果，多
次到该科室纠缠、吵闹，用红色油漆在门诊室墙壁、门上
乱涂乱画，书写侮辱性文字，打砸办公用品及门窗、天花
板。2012 年 3 月，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但此后王某仍
多次到该科室打砸打印机、电脑等办公物品，造成经济损
失 1 万余元。同年 5 月 20 日早晨，王某又指使他人在该
科室医生徐某上班途中对徐某拳打脚踢，打碎徐某的眼
镜，致其轻微伤。王某还多次给该科室医生叶某某发送
大量侮辱、威胁性短信，并跟踪至叶某某家中，扬言欲伤
害叶的家人。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为泄愤多次到医院任
意毁损公共财物，后果严重；在医院起哄闹事，造成医院
秩序严重混乱；辱骂、恐吓并指使他人随意殴打医务人
员，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应依法惩处。
据此，依法对被告人王某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

2014 年 8 月 22 日 23 时许，福建省仙游县榜头镇新
郑村村民郑某乙在榜头镇一家按摩店按摩时感觉身体不
适，经榜头镇卫生院抢救无效死亡。次日凌晨，被告人郑
某甲和林某某、郑某丙（均已判刑）等家属将郑某乙的尸
体强行从太平间移至急救室，占用急救室至同月 24 日
10 时左右，导致医院急救室无法正常使用。后郑某甲伙
同他人又把郑某乙的尸体装进冰柜横放在榜头镇卫生院
门口，阻挡病人和医务人员进出，堵塞近一小时，然后沿
街强行移动冰柜，企图将尸体抬往榜头镇政府大院“闹
尸”，致榜头镇主要街道交通瘫痪约一小时。

法院认为，被告人郑某甲伙同他人以堵大门、“闹尸”
等形式积极参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活动，致使卫生院的
工作无法正常运转，道路瘫痪，情节严重，造成严重损失，
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应依法惩处。据此，
依法对被告人郑某甲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故意伤害案

被告人王某某 2012 年 3 月因头痛、左面部麻木到广
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就诊，经诊断为鼻咽癌Ⅳ期，后一直
在该院就诊。2015 年 6 月 16 日 8 时许，王某某在广西壮
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大学路 166 号广西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西院）医技综合楼观光电梯处，因认为给自己治疗
鼻咽癌的主治医生覃某某在治疗过程中存在诸多懈怠和
漠视而心怀不满，遂决定打击报复。当看到覃某某进入大
楼观光电梯后，王某某在综合楼二楼将电梯截停，并将事
先准备好的汽油泼洒至覃某某胸、面部并引燃。后王某某
逃跑至地下室打电话报警并在现场等候。经鉴定，覃某某
全身多处火焰烧伤34%TBSA（浅Ⅱ度10%，深Ⅱ度13%，
Ⅲ度11%）呼吸道烧伤，损伤已构成重伤二级。

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某采用泼洒汽油焚烧的残忍
手段对被害人实施伤害，手段恶劣、残忍，其行为已构成
故意伤害罪，应依法惩处。据此，依法对被告人王某某判
处有期徒刑八年。

故意杀人案

2015年 6月 7日 12时 30分许，被告人张某某在云南
省昆明市五华区云大医院 1 号住院楼 2 楼急诊室护士站
内，无端持菜刀对被害人秦某某头部实施砍击。经鉴定，
秦某某的伤情达到重伤二级。张某某被民警当场抓获。

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
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应依法惩处。张某某已经着手
实行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系犯罪未
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张某某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可以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张某某判处有
期徒刑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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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发文规范司法救助

卫计委发布涉医犯罪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 吴佳佳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印发
《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办法》（下称《办
法》），最高检印发《关于人民监督员监督
工作的规定》（下称《规定》）。就两个文件
的有关问题，最高检、司法部有关部门负
责人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记者：公民具备什么条件可以参加人

民监督员选任？

司法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办法》明确
了担任人民监督员的一般条件，即拥护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品行良好、公道正派、
身体健康，具有高中以上文化学历年满
23 周岁的中国公民，要求具备较高政治
素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扎实的群众基
础。之所以只规定了高中学历，主要是从
人民监督员职责定位出发，并考虑基层实
际。同时，明确受过刑事处罚的或者被开
除公职的，不得担任人民监督员。对于那
些因身份、职务原因不适合担任人民监督
员的人员，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
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
在职工作人员和人民陪审员，明确规定不
列入选任对象。

记者：如何体现人民监督员的广泛性

和代表性？

司法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人民监督员
来自于人民，专门监督检察工作。《办法》规
定了四方面内容：一是人民监督员人选中
具有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在编工作人员身
份的人员，一般不超过选任名额的 50%。
二是人民监督员每届任期五年，连续担任
不超过两届；人民监督员不得同时担任两

个以上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三是要求
司法行政机关采取到所在单位、社区实地
走访了解、听取群众代表和基层组织意见、
组织进行面谈等多种形式，考察确定人民
监督员人选，并进行公示。四是明确每个
县（市、区）人民监督员名额不少于3名，保
证人民监督员地域分布的广泛性。

记者：《规定》新增了人民监督员对检

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中采取指定居

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违法等 4 种情形的

监督，理由和依据是什么？

最高检有关部门负责人：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明确要求，要完善人民监督员制
度，重点监督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立
案、羁押、扣押冻结财物、起诉等环节的执
法活动。《规定》列举了 11 种监督情形，与
2010 年出台的《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
度的规定》（下称《2010 年规定》）相比，新
增了 4 种情形，即：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
住强制措施违法的，阻碍当事人及其辩护
人、诉讼代理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应
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而不退还的，犯罪
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这既是四中全

会的要求，也是贯彻 2012 年修改后刑诉
法精神，加强人权保障的具体措施。可以
说，《规定》所明确的监督范围已基本涵盖
了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中容易出
现问题的各关键环节。

记者：《规定》如何体现检察机关主动

接受监督的诚意？有人认为，人民监督员

的监督评议意见被检察机关采纳的比较

少，监督效力偏弱，请问《规定》是如何解

决这一问题的？

最高检有关部门负责人：人民监督员
的监督效力主要体现在启动程序的刚性
和制度本身的倒逼效应两个方面。人民
监督员和当事人一方只要提出监督诉求，
就必然启动检察机关内部的审查处理和
反馈程序，人民监督员和当事人有异议
的，还需要启动监督评议乃至复议等程
序。同时，人民监督员制度作为一种监督
制约机制的存在本身，对办案检察官会产
生一种倒逼效应，促使检察官在办案中更
加严格依法办事，规范司法行为。因此，
即便是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评议意见未被
检察机关采纳，人民监督员制度本身的效

力也已经体现。
为了进一步增强监督程序的刚性和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效能，我们在改革中从
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设计：一是扩大启动主
体，降低启动监督程序的门槛，增强启动
的可能性和便利性。二是完善监督评议
的具体流程，增强评议效果。为了让人民
监督员尽最大可能做到“兼听则明”，《规
定》明确“案件承办人向人民监督员介绍
案情”的同时，还要介绍当事人、辩护人意
见。三是增设了复议程序，倒逼检察机关
办案部门要审慎对待此前的审查处理和
监督评议。四是针对实践中人民监督员
反映比较集中的案件知情渠道少、缺乏制
度保障等问题，《规定》提出建立人民检察
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台账、人民监督
员监督事项告知等制度，便于人民监督员
了解案件办理情况，更好地发现监督线
索，为启动监督程序创造条件。

记者：如何保障和促进人民监督员依

法履行职责？

司法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保障和促进
人民监督员依法履行职责，发挥监督作
用，是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内在要求。
为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员制度作用，《办法》
规定了四方面内容：一是信息公开，明确
司法行政机关、人民检察院要公开人民监
督员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畅通群众向人民
监督员反映情况的渠道。二是随机抽选，
明确人民监督员由司法行政机关从信息
库中随机抽选，通报检察机关。三是履职
回避，明确人民监督员是监督案件当事人
近亲属、与监督案件有利害关系或担任过
监督案件诉讼参与人的，应当回避。四是
履职保障，明确司法行政机关健全工作机
构，选配工作人员，完善制度机制，将人民
监督员选任管理及履职相关工作经费申
报纳入同级财政经费预算。

今年 2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
保障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

“十八条意见”。此后，各地检察机关纷
纷出台本地化文件，依法齐力护航非公
经济发展，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
央政法工作会议部署。

如何避免“案件办了，企业垮了”的
尴尬局面出现？如何为非公企业提供更
好的法律服务？如何处理法律政策界限
不明，罪与非罪、罪与错划分不清的情
况？对此，浙江检察机关提出“绿色司
法”理念，依法平等保护非公企业，实现
精准护航。

严惩犯罪营造公平环境

在浙江，民营企业贡献了全省 60%
的税收、70%的 GDP、80%的外贸出口和
90%的就业机会。依法保障民营经济发
展，是浙江检察机关的一道必答题。

6 月 12 日，义乌市检察院依法对犯
罪嫌疑人虞某某批准逮捕。经查，虞某
某变造多份出库单进行虚假诉讼，涉嫌
诈骗非公企业资金达 86万多元。

江西人虞某某长期在义乌经商。在
义乌市江东街道孔村办厂为他人加工衣
裤期间，虞某某利用加工户在出库单签
名的疏忽，伪造或变造出库单，然后向法
院提起虚假诉讼。由于证据原因，虞某
某每次都能得到判决支持，屡屡得手。
在和淘宝金冠卖家义乌市朵萱贸易有限
公司合作之后，虞某某又使出惯用伎俩，
要求该公司偿还货款共计 87 万余元，并
得到法院判决的支持。然后，虞某某通
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经过法院执行，
该公司账户被查封，20 万元货款被强制
划拨，并被虞某某占有。由于资金无法
周转，公司经营陷入停滞状态。

“2015 年 8 月，我到义乌市检察院民
行科反映问题，要求对法院的民事判决
提请抗诉，同时对出库单巨额数量提出
质疑。”朵萱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恒告
诉记者，经过检察院的努力，最终找到案
件突破点，修正了此前的鉴定方向。

经 查 ，检 察 机 关 发 现 其 中 一 份
12000 多条的裙子出库单，原来只有 29
条，数量有添加痕迹。司法鉴定认为，虞
某某起诉时提供的 7 份出库单，其中 4 份
出库单数量栏部分数字是事后添加的字
迹，虚假数额达 868410元。

“今年上半年，浙江检察机关共依法

批捕相关犯罪 1191 人，起诉 1781 人，监
督立案76人，立案查处涉企职务犯罪183
人。”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汪瀚说，浙江检
察机关重点打击涉企刑事犯罪、涉企经济
犯罪、涉企职务犯罪和侵犯知识产权犯
罪，为非公有制企业生存发展营造良好法
治环境，助推企业优化升级创新发展。

“轻拿轻放”为企业减负

前不久，浙江省检察院在落实最高
检“十八条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浙江实
际，出台了护航民营企业发展“二十一条
意见”。企业家们表示，这是给民营企业
吃了一颗“定心丸”。

“保障民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树立
‘绿色司法’理念，坚持‘轻拿轻放’，讲究办
案方法，坚决防止‘案件办了、企业垮了’。”
汪瀚解释说，“绿色司法”根子就是落实宽
严相济政策，就像拿鸡蛋跟拿石头是不一
样的。在司法过程中，不是案件办得越多
越好，而是用办案理念指导办案方式方法，
做到“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

记者了解到，“轻拿轻放”就是慎重
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慎重查封、
扣押、冻结涉案民营企业财产，妥善把握
办理民营企业职务犯罪案件的力度和时
机，做到既严格依法办案，又尽可能减少
办案对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坚决防止因办案造成民营企业大面积停
工或产能大幅下滑。

义乌巨龙箱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邵
宝玲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2015年3至4月，公司会计陈某在取得总
经理施某的许可后，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
的情况下，以公司名义从他人处开具 30
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2490974.35元，
税额 423465.65 元）用于抵扣税款（现所
欠税款及滞纳金均已补缴），已涉嫌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放下是一秒钟的事情，坚持下去就
是一辈子的事情。”邵宝玲说，检察机关
在办理案件中，主动走访涉案企业，了解
生产经营状况和发展困难问题，并最终
结合具体案情、犯罪情节作出不起诉处
理。这对企业自身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近年来，浙江检察机关在法律范围
内最大限度为非公企业减负，探索司法
助企、司法利企、司法护企之路。

“我们严格落实涉企案件办理从传统
‘可定可不定，不定；可捕可不捕，不捕；可
诉可不诉，不诉’的观念向‘能不定的不
定，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的观念
转变。”义乌市检察院检察长彭中说，义乌
市检察院建立了服务非公企业“月度台账
制”和“一企一档”登记制，还会同公安、市
场监管、国税、民营企业联合保护会等建
立联席会议和执法联动工作机制。

“要注意的是，所谓‘轻拿轻放’只是
一个原则，前提是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绝对不是姑息放纵。”汪瀚说。

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今年 4 月，浙江省检察院、省工商联
明确，双方将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日常联

络制度、信息交流反馈制度、投诉监督
制度、犯罪记录和行贿档案查询制度等
5 项工作机制，在建立“亲”“清”新型
政商关系基础上，加强协作保障，促进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与此同时，浙
江省检察院在非公企业开展了“诚信发
展·检察伴你行”为主题的预防活动，
着力为非公企业健康发展构建良好的营
商环境。

早在前几年，浙江检察机关就积极
探索实践在非公企业中开展职务犯罪预
防工作。包括浙江临海的华海药业、诸
暨万安集团、东阳横店集团等多家上市
公司作为“吃螃蟹者”，尝到了与检察机
关联手开展预防的成果。“检察机关运用
专业手段，为我们民营企业‘捉虫护花’，
让我们受益匪浅。”华海药业副总经理李
博深有感触地说。

记者在瑞安市采访时了解到，企业
家对此获得感很强。

瑞安现有民营企业 2.6 万家，就业人
数 31 万余人，全市税收收入的 91.7%来
自民营企业。然而，民营企业内部与职
务相关的刑事犯罪情况不容乐观。据统
计，2009 年至 2015 年，瑞安市检察院共
审查起诉此类案件 69件 75人。

“民企领域职务犯罪多发易发，不仅
给企业带来压力，也影响经济健康发
展。”瑞安市检察院检察长宣章良说，自
2009 年以来，瑞安市检察院对本地区非
公领域的职务犯罪防控工作开展积极探
索，构建非公企业职务犯罪立体预防工
作平台和机制，帮助非公企业依法经营、
诚信发展、防控经济和法律风险。

2014 年，浙江华峰集团下属公司原
副总经理袁某某等 6 人涉嫌非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罪案发。瑞安市法院判决认定
袁某某等人利用职务便利控制和影响采
购、技术研发等关键岗位。他们通过组
建常山三合公司的方式向华峰集团提
供原材料，先是低价购进华峰公司生产
所使用的辅助材料，租用仓库调换包装
或混合后，指定采购员到三合公司高价
采 购 ，非 法 获 取 高 额 利 差 达 2000 余
万元。

“在案件查办过程中，我们多次商请
检察院给予预防法律援助，协助企业开
展反腐败制度建设，经双方多次协商，就
非公企业预防试点工作达成多项共识。”
华峰集团总裁林建一说。

“浙江非公企业要进一步加强与检
察机关的合作，预防企业职务犯罪，推进
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促进非公企业健康
发展和非公企业人士健康成长。”全国政
协常委、浙江省工商联主席、正泰集团董
事长南存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让人民监督员更有代表性
——最高检、司法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解读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办法和监督工作规定

本报记者 李万祥

浙江检察机关依法平等保护非公企业，防止“案件办了，企业垮了”——

“绿色司法”护航非公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李万祥

在浙江，检察官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进行课题调研普法宣传已成常态。图为温州

市检察院的检察官与美琪琳公司工人交谈。 本报记者 李万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