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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础理论
（接上期）

三、违法违纪监督的内容
对检察人员在办案中违法违纪行为应

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监督是人民监督员的
职责。违法违纪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包
括赔偿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一）赔偿责任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 31条的规定，赔

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应当向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1．有本法第 17条第 4项、第 5项规定
情形的；

2．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
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对有前款规定情形的责任人员，有关机
关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4项、第5项规
定主要指的是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刑讯逼供
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
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
者死亡和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
伤害或者死亡的行为。

根据上述规定，对于刑讯逼供等违法违

纪行为检察院应该予以国家赔偿，但是如果
上述行为不是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的，则
不予赔偿。而且，检察院履行国家赔偿义务
后，可以按照规定向违法违纪行为人追偿。

（二）行政责任
依照规定，检察机关工作人员有下述违

法违纪行为，必须给予处分。根据《检察官
法》第35条的规定，检察官不得有下列行为：

1．贪污受贿；
2．徇私枉法；
3．刑讯逼供；
4．滥用职权，侵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5．其他违法乱纪的行为。
检察官有《检察官法》第35条所列行为

之一的，应当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
过、降级、撤职、开除。受撤职处分的，同时
降低工资和等级。

《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实行）》对行
政责任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该 条例第 6
条规定，检察人员违反了纪律要求，承担警
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的行政处
分；第 18条规定，因违法违纪构成犯罪，被

判处 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给予开除处分。
故意犯罪被判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被
判处管制、拘役的，给予开除处分。过失犯
罪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视
情节可以不给予开除处分，但应当给予撤职
处分。被免予刑事处罚的，给予降级或者撤
职处分。

因此，检察人员在履行职责、执行职务
期间因违法违纪对他人造成人身或财产损
害的，根据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要
承担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的
行政处分；严重构成犯罪的，除承担刑事责
任外，也要承担非常严重的行政责任。

（三）刑事责任
依据法律，检察人员在办案中违法违纪

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依法构成犯罪的，应当
承担刑事责任。

1．刑讯逼供罪。根据《刑法》第247条
的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
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
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 234条、第 232条
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2．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刑法》第

397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
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
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
的，处 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
别严重的，处 5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3．徇私枉法罪、枉法裁判罪。《刑法》第
399条的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
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
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
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
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 5年以上 10年以下
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
期徒刑。 （未完待续）

本报讯 （记者 周建萍） 65 岁以上老
人免费乘坐公交车；老年人意外保险投保
人数达 21.56 万人，两年来结案理赔 1156
起……11 月 20 日，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
到，今年以来，我省老年人居住环境不断
改善，“老年人生活圈”持续优化，老年宜
居环境建设的新理念逐渐形成。

越是有生活阅历，越能感受到幸福生
活带来的变化，哪怕一些细微的调整，也
会为好政策点赞。今年以来，我省推进老
年人综合服务设施和无障碍设施建设，在
西宁市、海东市继续开展无障碍建设市
(县)创建活动，各创建试点地区无障碍设
施分布范围明显扩大、数量明显增加、规
范化程度和建设质量明显提高。

“ 尊 老 、爱 老 的 氛 围 的 确 浓 厚 了 不
少。”退休老干部闵思齐说。今年以来，我
省进一步健全老年人优待政策，着力完善
老年人在政务服务、卫生保健、交通出行、
商业服务、文体休闲、维权服务等方面的
优惠措施。在城市全面落实老年人免费乘
坐市内公交车、享受游园、参观公共文化
设施等优待政策，西宁市、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等部分市县，
对 65 岁以上老年人乘坐市内公交车免费
或优惠；公共图书馆、文化馆 (站)、博物馆
全部免费开放。

各行业举办的老年大学 (老年活动中
心)针对老年人开设各类文体培训班，通过
寓教于乐、乐中健身、学中养老的方式，丰

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我省还先后组织开
展了“敬老文明号”、“孝亲敬老”之星、“老
有所为”先进典型人物评选、“贴心保姆”
扶老助残志愿服务、“银龄行动”、基层老
年协会“乐龄工程”建设等系列活动，全社
会敬老爱老助老社会风尚日益浓厚，老年
人更多地享受到发展成果。

在老年人最关心的养老服务方面，我
省不断完善医养结合机构投融资政策，从
制度上解决养老服务业发展中的突出问
题，医养结合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目前，我省已投入运营的集医疗卫
生与养老服务为一体的医养结合
机构共计 8所，其中养老机构内设
医疗机构的 6所，医疗机构内设养

老 机 构 的 1 所 ，新 建 医 养 一 体 的 机 构 1
所。有 133所医疗机构与 146所养老院、福
利院等养老机构签订协议，建立了合作关
系，主要为养老机构内老年人提供定期巡
诊、康复护理指导、突发疾病转送等及时
便利的医疗服务。截至目前，全省 107 所
县级以上医疗机构中，有 83所开设老年病
科、门诊和老年病床，84 所为老年人开通
就医绿色通道，为老年人提供便捷、专业
的医疗服务。

老年人生活圈越来越暖啦

11月 19日，玉树市隆宝国家自然保护
区，两只黑颈鹤在隆宝湿地翩翩起舞。附
近，赤麻鸭、斑头雁结对休憩。

隆宝镇的一角，年过六旬的罗松求吉收
拾完责任区域的卫生后，拖着疲惫的身体朝
家的方向走去。一碗藏茶、一碗酥油糌粑，
这是罗松求吉熟悉的味道。此时，已接近晌
午，罗松求吉把早饭和午饭一并吃了。

休息片刻，罗松求吉和同事看卓等 25
名环卫工人，结伴走上去往保护区的路，
开始一天的工作。在隆宝自然保护区巡
逻、清理废弃物，她已干了三年。

除了环卫工这个身份，罗松求吉还是
隆宝自然保护区一名义务生态管护员。

“作为生态管护员，保护黑颈鹤的家园是
我的责任，我会守护好这片仙鹤飞来的地
方。”罗松求吉说。

上世纪 80年代，隆宝成为中国第一个
以黑颈鹤繁殖地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
护 区 ，隆 宝 被 鸟 类 专 家 誉 为“ 黑 颈 鹤 之
乡”。每年 3 月底到 11 月，大量的黑颈鹤
在隆宝筑巢、栖息，这也是隆宝人最开心
的时刻。

玉树市隆宝镇党委书记更阳说：“整治
好保护区周边的环境卫生，成了隆宝人共
同的责任和义务。”更阳介绍，目前保护区
内黑颈鹤数量已达到 200 多只，其他鸟类
的种群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国家为了保护
好这一区域，建立了隆宝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站，隆宝镇众多义务守护人员一起
保护隆宝湿地及野生动物。

“高原牧民在保护野生动物方面有传
统优势。如今，湿地生态管护员，已成为

保护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力量。”玉树市
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索南才仁说。

为了呵护好这一区域环境卫生，隆宝
镇和所辖德吉岭生态新村成立两家环卫公
司，负责自然保护区红土山至哈秀山 60多
公里的环境卫生，覆盖面积达到 20 万公
顷。同时，隆宝镇每年积极争取草原有害
生物防控项目，争取资金保护湿地。

2016 年隆宝镇从保护区核心区易地
搬迁了 28 户人家。虽然开始有些牧民有
些不习惯，经过细心劝导和政策扶持后，
他们的想法逐渐在转变。同时，工作人员
对所辖的 6 个村 2000 多户人家，挨家挨户
走访宣讲保护环境的好处。

“坚持了三年，老百姓开始自发组织维
护保护区的卫生了。”更阳说。

现在，国家对隆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完成了保护区运行环境、数据库建设、综
合地理信息服务平台、智慧巡护系统、公
众宣教多媒体查询系统、全方位探头监控
系统和物种监测系统等数字化保护区建
设，使隆宝自然保护区第一次以信息化的
手段获取监测数据。

保护区与国内外环保组织建立合作关
系，开展一系列环保活动。在全省自然保
护区率先完成湿地生态巡护员聘任发证工
作，组织湿地生态巡护员赴云南会泽、大
山包、草海等黑颈鹤越冬地自然保护区学

习外地先进管理经验，管护好这片黑颈鹤
的故乡。

更阳说，他们成立的隆宝镇环卫公司，
填补了牧民集中安置点物业空白，还对 215
国道的 19处料坑进行复坑；573名生态管护
员不间断地接受环保知识培训；对全镇境内
所有草场“草原有害生物防控”治理；加大饲
草料种植、调运力度，减少草场压力……

更阳说，隆宝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都
属于隆宝镇，他们依托保护区资源优势做
好经济发展，利用这一机会实现部分牧民
脱贫致富。

通过科学养殖牦牛、藏细羊，提高出栏
率。“在以前 12 个小型藏细羊养殖点的基
础上，以合作社的形式建立藏细羊规模养
殖点 3个。目前，通过群众入股、集体购买
藏细羊达 3000多只。”镇党委、政府鼓励牧
民在 215国道沿线开店 201家，第三产业得
到快速发展。落实牧区生态补助草原补奖
1990 万元，草原管护员报酬 1237 万元，其
他民生项目及就业增收 100万元以上。

通过一系列措施，将使隆宝周边群众对
隆宝滩生态保护意识日益提高，使隆宝滩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鸟儿栖息的乐园。

“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
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
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
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
规律。”更阳说，“要在保护区内加强十九大
精神的宣传，加强对保护区管护员的培训。
要言传身教，为广大群众注入新理念，相信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会越来越好。”

像呵护眼睛一样呵护黑颈鹤的故乡
本报记者 纳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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