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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 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 ，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关键一年， 依法治省时不
我待。 为使 “法治湖南” 这张名片焕
发新光彩， 湖南日报特开辟 “法眼万
象 ” 专栏 ， 为法治湖南建设鼓劲加
油。 敬请关注。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会见难、 阅卷难、 取证难”，
被称为律师执业中的三大难。 今后，
这些难题有望破解。

近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贯
彻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保
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的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出台。

“围绕如何为律师执业提供服务
便利， 怎么落实法律规定的检察环节
律师的各项权利， 怎样听取和尊重律
师意见， 侵犯了律师执业权利怎么
纠”， 《实施细则》 提出了许多具有
较强可操作性的规定。 9月24日， 记
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人士。

律师要求会见， 检察机
关不得随意拒绝

和许多律师的遭遇一样， 湖南金
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表华律
师， 也遇到过申请会见嫌疑人被拒绝
的情况。

“法律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

犯罪嫌疑人需要侦查机关许可的， 只
有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 且有严格
的限制条件。” 孙表华律师告诉记
者， 在实践中， 律师要求会见贿赂犯
罪案件犯罪嫌疑人时， 有些检察机关
往往不分轻重， 一律拒绝。

省检察院新闻发言人王东晖介
绍， 为了防止“特别重大贿赂犯罪”
的情形被随意滥用， 《实施意见》 对
此做出了明确界定， 必须符合三种情
形： 一是涉嫌贿赂犯罪数额在50万元
以上， 犯罪情节恶劣的； 二是有重大
社会影响的； 三是涉及国家重大利益
的。 其中， 涉嫌贿赂犯罪数额50万元
以上， 是指人民检察院在立案侦查
时， 根据现有证据在提请立案报告上
初步认定的涉嫌贿赂犯罪的数额， 或
者在立案侦查后根据收集的证据可以
认定的涉嫌贿赂犯罪的数额。

“对于拟不许可辩护律师会见
的， 《实施意见》 还设置了层报省人
民检察院批准的程序， 以防止基层检
察机关随意拒绝律师会见的情况发
生。” 王东晖介绍， 《实施意见》 还
提出了一条硬性规定， 侦查终结前五
日以内， 侦查部门应当通知辩护律师
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 这样可以保证
侦查阶段至少让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至
少会见一次。

律师提出意见必须答
复， 检委会讨论案件可邀请
律师参加

今年5月， 省检察院接到娄底市
检察院报请逮捕犯罪嫌疑人隆某某涉

嫌受贿一案的文书。 在对这个案件进
行审查过程中， 隆某某辩护律师向省
检察院案管部门要求会见承办人， 承
办检察员曹思益会见并听取了辩护律
师意见。 律师提交了一份请求不予批
准逮捕的律师意见书， 曹思益把意见
书中的内容写进了审查逮捕意见书
中， 在最后的处理意见中采纳了其部
分意见， 最后做出了建议办案单位撤
回报捕的意见。 结案后， 曹思益还电
话回复了辩护律师。

“《实施细则》 出台后， 听取律
师意见并给予答复将成为检察机关办
案的常态。” 王东晖告诉记者， 《实
施细则》 明确规定， 在审查逮捕意见
书、 公诉案件审查报告、 不起诉决定
书等文书中叙明辩护律师提出的意
见， 说明是否采纳的情况和理由。

《实施细则》 规定， 人民检察院
应当把讨论和研究辩护律师意见作为
审查工作的必经程序和必要内容。 对
于律师提出的意见及提交的相关证据
材料， 在研究讨论案件时应当如实反
映， 并说明审查分析情况。 辩护律师
提出不构成犯罪意见的， 或者要求在
检察委员会会议上发表律师意见的，
经检察长同意， 检察委员会讨论该案
件时， 应当在承办人汇报后邀请辩护
律师到会发表意见。

“邀请律师列席检察委员会案件
讨论，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王
东晖说， 充分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
是防止冤假错案一个最有效的方式、
一种成本最低的途径。 这一规定就是
最大限度地保障律师的意见得到采

纳。

律师申请阅卷， 应当在
受理后24小时以内安排， 电
子阅卷是发展趋势

阅卷权是律师行使辩护权的前
提， 法律规定律师自检察院对案件审
查起诉之日起， 均可以查阅、 摘抄、
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

不过， 在实际执行中律师仍面
临重重困难， 有的要求提前预约 ，
有的每个星期固定一两天内阅卷，
有的则限定了阅卷方式。 孙表华律
师告诉记者， 比如有的检察院只允
许复印， 不允许拍照、 摘抄等， 收
费还不便宜。

令孙律师欣慰的是， 对于保障律
师的阅卷权，《实施细则》的规定具
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实施细则》规定：案件管理部门
在接到辩护律师查阅、 摘抄、 复制本
案的案卷材料的预约申请后， 应当在
受理后24小时以内安排阅卷。 只能提
供纸质阅卷， 且确因工作原因无法及
时安排的， 应当向辩护律师说明， 并
安排其3天以内阅卷， 公诉部门应当
予以配合。

9月24日， 记者在省检察院办公
大楼一楼的案管部门看到， 这里设置
了专门的律师阅卷室， 提供了相关设
备， 供律师复印、 复制案卷材料。 案
管办工作人员介绍， 电子阅卷是以后
的发展趋势。 届时， 律师只要凭借相
关验证码， 就可以随时随地在网上浏
览案卷材料， 省去了跑腿的麻烦。

湖南日报9月24日讯（陶芳芳
肖双成） 在今日召开的湖南清洁
低碳技术推广工作推进会上暨两
型认证颁证会上， 位于湖南湘江
新区的洋湖湿地景区获湖南省首
批两型旅游景区荣誉。 湖南另有
岳麓山、崀山、石燕湖、益阳三乡
巨变第一村、汝城福泉山庄、南岳
衡山等6大景区获此殊荣。

为倡导绿色节能理念， 近年
来， 洋湖湿地景区在建设开发中
广泛采用了“两型”新技术和新型
节能环保材料， 将生态保护和景
区建设进行了完美融合。 如景区
湿地科教区内建设的洋湖再生水
厂，通过“MSBR� +人工湿地”生
态治污工艺很好地处理了含浦、
洋湖、坪塘片区生活污水；景区全
部使用生态公厕替代传统旅游公

厕， 冲厕用水使用的是经洋湖再
生水厂处理后的中水， 每年可为
景区节约大量水资源； 针对大量
汽车尾气给景区带来严重污染的
现象， 洋湖湿地景区出台了严格
的规章制度杜绝了机动车进入景
区， 并先后投入使用了40辆环保
电瓶车和20余辆环保船和手摇
船，实行循环运行的公交化模式；
为避免垃圾对环境的污染， 建立
了一套完整的垃圾分类体系。 景
区根据游客的游览线路合理布置
大量垃圾分类箱， 目前景区已装
设分类垃圾桶170个，完成投资16
万元。

同时， 通过分类清运和回收
使之重新变成资源。 此外，景区还
在服务区窗口增设有废旧电池回
收筒，向游客回收废旧电池。

湖南日报9月24日讯 （金慧
张悦） 10月1日起， 长沙将进一
步完善和调整城乡居民死亡后的
基本殡葬服务费政府补助办法，
符合条件的最高可获六项基本费
用合计1820元的补助， 且费用可
直接在殡仪馆减免。

根据长沙民政局《关于进一
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殡葬服务费
补助办法(试行)的通知》，补助对
象为具有长沙市户籍， 未享有国
家或单位丧葬费补助的城乡居
民。补助标准略有提高，包括普通
殡仪车遗体接运费由过去统一的

200元，提高到根据不同路程可获
得200元至500元不等补助金；平
板式普通火化机遗体火化费320
元；遗体冷藏费200元；200元(含)
以内的普通卫生纸棺一个；200元
(含)以内的普通骨灰盒一个等。

此外， 新办法最大的变化就
是市民在领取补助时， 程序更加
简单， 不用再凭结算发票到各街
道、 村(社区)办理报销， 而是其
直系亲属到户籍所在地社区(村)
领取补助申请表及并准备好相
关资料， 便可直接在殡仪馆减
免。

法眼万象 洋湖湿地成为
首批两型认证景区

补助提高了，手续变简了
长沙10月1日起实行殡葬服务费补助新政策

律师执业“三大难”有望破解
———省检察院出台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规定实施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