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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月31日，湖南首批入额检察官宣誓就职。员额制改革，被称为司法体制改
革中最艰难的一步———

湖南检察官员额制改革
是怎么改的？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李石德 肖知音 ） 干部在推进改
革、先试先行中因缺乏经验而出现失误和
错误，怎么办？近日，株洲市委常委会审议
并原则通过了该市“建立容错纠错机制，
支持干部改革创新干事创业” 的暂行办
法，旗帜鲜明地为干部干事创业“撑腰”，
鼓励干部“想为、敢为、善为”。

据了解， 制定该办法是株洲市解决
当前一些干部担当不足、 不敢为问题的
一项重要举措。办法列出了9种容错纠错
情形， 主要包括在推进改革创新中，法
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因政策界限不明
确或不可预知因素， 且没有成功经验借
鉴，先行先试中出现探索性失误、错误和
过失的， 以及符合上级确定的改革政策

方向和原则，认真落实各级党委、政府决
策部署，经过民主决策程序，为加快发展
或改革攻坚，没有为单位和个人谋利，出
现工作失误和偏差等。 一旦出现这些情
形，在受到问责追责时，单位和个人可向
问责机关或部门提出书面容错申请，经
调查核实，由问责机关或部门认定后，对
其予以从轻、减轻处理或免于问责。容错
结果将应用于单位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及
党风廉洁建设责任制考核， 以及干部提
拔任用、评优评先等，避免单位和个人受
到不应有的影响。

办法还明确， 建立纠错改正机制，对
认定符合容错情形的，问责机关或部门应
坚持从实、从简、从快的原则，督促其限期
整改或纠正。

为干事创业的干部撑腰鼓劲
株洲建立容错纠错机制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 （记者 李国斌）
炎黄子孙，不忘始祖。今天上午，由湖南省
文明办、株洲市文明委主办的2017年湖南
省“我们的节日·清明·慎终追远 同心圆
梦”主题活动在炎陵县炎帝陵举行，社会
各界近2000人参加公祭炎帝陵典礼。

炎帝陵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
的安寝圣地，位于株洲市炎陵县城西19公
里处的鹿原陂。炎帝陵西汉有陵，唐代奉
祀以昌，历代王朝祭祀碑文多达53通。

洣水汤汤，鹿原苍苍。当天，雨后的炎帝
陵，草木葱茏，新绿娇翠，芳草如茵。神农大
殿前，幡旗招展，鼓炮齐鸣。在悠扬的古乐声
中，祭祀代表向炎帝神农氏敬献供品、高香、
花篮。全体参祭人员向炎帝神农氏像行三鞠

躬礼，表达对始祖炎帝的无限追思，祈愿和
谐盛世、百业兴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初制耒耜，农耕开元；尝味百草，医药
肇先……文办众生，宏图再展；文明重任，
业谱新篇……”宣读祭文后，礼炮、古乐齐
鸣，清明公祭炎帝陵典礼礼成。随后，在参
天古木和氤氲香雾中，参加公祭的嘉宾来
到炎帝神农氏墓前鞠躬拜祭。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明办主任刘
进能表示， 清明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
日，举办“我们的节日·清明·慎终追远 同
心圆梦”主题活动，就是要弘扬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传统节日思想熏陶和
文化教育功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我们的节日·清明·慎终追远 同心圆梦”

我省举行公祭炎帝陵典礼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3月26日， 记者来到长沙民政职业技术
学院，见到了这样一位“励志明星”张扎发。

憨厚的笑容，周到的礼仪。比起同龄人
来，张扎发更多几分沉稳、成熟。张扎发是云
南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8岁那年家里
出了变故，父母双亡，亲戚都没有接济能力，
他来到当地福利儿童院生活学习。在爱心人
士的帮助下， 他勤奋向上，2015年以优异的
成绩考上了长沙民政职院社会管理学院。

在学校，张扎发性格开朗，乐于助人。
大一时，他对创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利用

家乡的茶叶资源，成立了“景迈茶叶经营工
作室”。 一年内， 他的工作室收入达1万多
元， 但利润都被他拿去做公益项目了———
资助身边需要帮助的贫困同学， 去养老院
慰问老人，去福利院看望孤儿……“我就是
被爱心包围长大的，现在我有一点能力了，
要用爱心去回报这个社会。”张扎发说。

如今， 张扎发创建了自己的茶叶品牌
“拉祜野阔”，茶叶已销到湖南、福建、云南等
地。下一步，这个小伙子将组建创业团队，引
进拉祜族特色工艺品， 线上线下同时销售，
“我就是想鼓励那些身处逆境的同学们，只
要努力，就能闯出人生的新天地。”

孤儿励志成“明星”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王曲波 朱朝锋 ） 今天上午，以

“12331， 健康守护神 ” 为主题的全国
“12331”食品药品投诉举报主题宣传日活
动湖南启动仪式在张家界市举行， 现场咨
询活动吸引了广大市民踊跃参与。

据省食药监局局长刘湘凌介绍 ，
“12331”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热线自2012年
在全省开通以来，其知名度正在逐年上升，
在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方面发挥了
极其重要的作用。去年，全省各级食品药品
投诉举报机构共接收投诉举报和咨询信息

38548件，较2015年增长187%。“12331”食
品药品投诉举报热线为案件查办提供了可
靠、有效的信息来源。去年全省办理的一系
列食品药品安全大案要案， 如岳阳病死猪
肉系列案、怀化“7·4”销售假药案等，都是
通过12331举报热线提供的线索。 这次在
张家界市推介“12331” 也是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找准食品药品安全
坐标，以“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打造湖
南旅游龙头”为主线，宣传“12331”这一社
会互动共创的重要平台， 更好地保障旅游
地区食品药品安全。

“12331，健康守护神”
湖南启动仪式在张家界举行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通讯员 冯诗倪
记者 李治）湖南医疗机构海外并购传来捷
报。爱尔眼科今晚发布公告称，公司收购美
国高端眼科中心———Dr.� Ming� Wang所
持 有 的 AWHealthcare� Management,
LLC75%的股权项目，已完成交割。

爱尔眼科董事长陈邦表示， 得益于双
方长期以来的深度互信， 收购事项进展顺
利。Dr.� Ming� Wang是全球顶尖的优秀医

生，将作为爱尔眼科在北美地区的负责人，
进一步拓展美国业务。公司委托他，牵头组
建美国知名眼科医生专家团。

据了解， 作为中国首家登陆资本市场
的医疗机构， 爱尔眼科上市后持续保持高
速增长，去年实现收入40亿元，比上年增
长26.38%。 旗下医院网点数量已突破150
家，并在全球范围整合医疗资源，已并购香
港和美国领先的眼科中心。

爱尔眼科收购美国高端眼科中心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唐龙海

3月31日， 湖南首批入额检察官宣誓就
职。员额制改革，被称为司法体制改革中最艰
难的一步。 这首批员额制检察官是如何遴选
出来的？ 员额制改革给检察工作带来了什么
变化？以后检察官如何办案？带着这些问题，
记者走进省检察院采访了相关负责人。

1、改革为了什么：
把办好案能办案真办案的人才选出来

每一个司法个案的公正处理都是法治国
家应当给予人民的福祉。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司法改革不
懈的追求。

员额检察官会办案、能办案、真办案、公正
办案，既是司法公信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检
察为人民的必然要求；不会办案、不能办案、不
真办案，都是对人民福祉的不负责任。检察院
的主业是办案，不办案就不能当检察官。

检察官员额制改革不是在检察机关选优
秀干部，而是挑选适合办案的人去一线办案。
省检察院精确定位， 破除员额检察官是一种
福利待遇、 一般辅助人员也可以做员额检察
官、按部门配置员额等认识误区，把适应司法
需求、遵循司法规律作为员额配置的方向，提
出全省统筹、以案定额和以职能定额相结合、
员额检察官必须在一线办案、 员额配置动态
可调节等4条原则，使检察机关办理的每件司
法案件都有明确的责任主体。 让适合的人去
干适合的事情，使人力资源配置科学合理。省
检察院13名院领导中仅入额6人、102名正副
处长中仅入额52人。

尊重全体检察人员的主体地位， 充分保
障知情权、参与权、救济权、监督权落实，省检
察院做到制度在先，制定下发遴选工作规划1
个、工作规范1个、工作规则3个、实施方案2
个、党组文件2个，共发布信息209条，引导全
体检察人员知政策、用政策、守政策。

2、改革怎么改：
根据办案需求定员额数量，“编随事走”

科学配置员额是实现改革宗旨的前提，湖
南检察机关坚持“编随事走”，确保员额检察官
这一资源的配置回应司法需求，员额检察官不
承担违背司法规律的超负荷司法办案量。

省检察院聘请省统计局的专家， 采用统

计学原理、人力管理学原理，构建“多指标综
合评价”数据模型，依据各单位的年度办案工
作量、现有政法编制、辖区人口及经济发展状
况等3方面要素， 对员额需求进行专业测算。
其中仅抽取的案件数据，就涉及全省148个院
2013年1月至2016年6月反贪、 反渎、 审查逮
捕、公诉、民事行政检察和刑事申诉等6个门
类。以员额测算为参照，坚决打破地区界限和
部门架构， 严格按照业务门类逐一对每个单
位的员额进行统一配置， 实现了三级检察机
关人力资源的重构，明显缓解了案多人少、人
浮于事、 忙闲不均以及办案人员和司法行政
人员混同等历史性难题。

为保证遴选入额的检察官能办案会办
案，省检察院严设“门槛”，提出检察官入额资
格6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和4个方面的禁止情
形， 保留遴选的竞争性， 排除不符合要求人
员。严谨考核，聚焦客观表现，设立7个纯客观
的考察维度；聚焦办案经历，设置“从事法律
工作的年限”“从事司法办案工作的年限”“担
任各层次办案工作负责人的年限”等3项考察
内容；聚焦办案业绩，申请人须呈报一件最优
案件。严格考试，第一，考题实。入额考试既考
法律知识点，又考实务操作点，把法律知识融
入到办案具体操作中形成考点。 第二， 标准
高。 凡申请入额者包括正副检察长一律都要
参加考试， 并且在有全程视频监控的考场内
实行统一闭卷考试。第三，规则严。考试实行
一票否决，凡考试成绩不及格者均不能入额。
为做到程序公正，入额考试的出题、制卷、阅
卷和统分实行全程监控下的全封闭。 试卷分
职务犯罪侦查、刑事检察、民事行政检察三个
类别和基层院、非基层院两个层级，考试实行
市州异地交叉监考并开启视频监控和手机屏
蔽系统。 阅卷采取双人阅卷和地区交叉的方
式集中进行。把市检察院、县检察院班子成员
的入额考核上提一级。

在首批员额检察官选任中， 全省共有
5552人申报入额，611人没有通过资格审查
未准入额，504人通过资格审查没有参加考
试未准入额，199人参加考试但成绩不及格
未准入额，9人通过考试但“典型案件”项考
核记零分未准入额。 受理复议申请65件，受
理控告举报9件13人次，经调查，取消8人的
入额资格， 纠正9人考核计分。 全省首批遴
选入额的 3869人中，55岁以下 3781人，占
97.7%，本科及以上文化3819人，占98.7%，
检察官队伍呈现出中青年多、 办案骨干多、
文化程度高的特点。

3、改革后会怎样：
不入额不能办案，检察官对承办案件终身负责

员额制的核心是检察官独立办案、 独立
承担办案责任。

为保证员额检察官在司法一线岗位上办案，
省检察院把在业务岗位入额的2751名检察官固
定在办案岗位， 把在行政综合岗位入额的198名
同志全部转到办案岗位，明确员额检察官不在司
法办案岗位的必须退出员额。全省遴选入额的22
名政治部主任、8名纪检组长、181名综合部门负
责人（正、副职）已全部辞去党政职务，并调整到司
法办案岗位。对员额检察官设置年度最低办案任
务，实行量化管理考核。严禁未入额检察人员以
承办人身份办案， 全省6049名未入额检察人员
中，4499名转为检察辅助人员，1550名转为司法
行政人员，均不再承担独立办案的职责。规定院
领导必须以承办人身份办案，副检察长、专职委
员办案数不低于分管、协管业务部门负责人人均
办案数的50%，检察长办案数不低于副检察长人
均办案数的30%。探索建立领导干部办理案件分
配机制、 上提一级考核机制和办案情况通报制
度，严禁以审批或参加研究或决定案件代替亲自
办案，严防办挂名案、办简单案。

过去检察官办案要经过分管领导把关审
批， 改革后检察官大部分案件可直接作出决
定。如何保证检察官不滥用权力？办案质量又
该如何保证？ 这是员额制改革制度设计要考
虑的重中之重。

为保证员额检察官依法公正办案， 省检察
院落实司法责任制要求，建立了责任清单，坚持
责、权、利相统一原则，严格做到员额检察官的绩
效工资、等级晋升、员额去留、评优评先以其完成
办案的数量、质量和效果情况为依据，对不能完
成最低办案量， 或因司法过错受到警告以上纪
律处分的，要求必须退出员额。落实内部监督管
理要求，重构内部监督管理，将每一个办案环节
和办案行为置于监督“探头”之下并全程留痕，为
评查、评议、评价、奖惩员额检察官提供客观实证
依据。落实外部监督制约要求，探索建立检察官
履职第三方评价机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专家咨询委员、法学学
者、 律师等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对检察官履职情
况进行评查、评议、评价。

未来，改革的脚步还会深入司法领域的更
多环节，湖南省检察机关将全面深入完善配套
机制，力促员额检察官忠于职守，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零距离”体验
中华传统文化

3月31日，新西兰凯特
学院的师生走进湖南化工
职业技术学院思政课堂，
“零距离”体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魅力。 图为新西兰
凯特学院的师生学习中华
传统礼仪。

耿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