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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志鸿：

以“精心”化“担心”啃下改革硬骨头

在审议“两高”
报告时，很多代表用
了“收获”两个字来
形容去年全国开展
的司法体制改革。
确实，一个个实打实
的数据、案例，充分
体现了改革释放出
的红利。我们很高
兴地看到，作为全国
首批司法体制改革
试点省份，“海南”的
名字也出现在今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
工作报告中。

去年以来，海南
各级检察院啃了哪
些硬骨头，有哪些工
作亮点，下一步的计
划如何，带着海南百
姓的关注和期待，我
们今天邀请列席全
国两会的海南省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贾
志鸿作客“两会E访
谈”。

■ 本报特派记者 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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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报集团全媒体
中心特派记者周元、卢天
琴专访贾志鸿。
本报特派记者 王凯 摄

记者：这些改革目前释放出了哪些红
利？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今年司法体制
改革工作的部署，海南下一步在深化改革
上怎么做？

贾志鸿：从一年多的效果来看，其实还
有一个“没有想到”。在2015年全省司法
改革任务这么艰巨的情况下，海南省检察
机关各项业务指标都优于2014年，取得了
新的进步。可以说，改革促进了工作，工作
又促进了改革。

首先是司法责任制改革取得了初步成
效：全省检察机关办案流程更加顺畅，办案
效率显著提升，办案质量总体平稳。在
2015年受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案件总数
同比上升3.2%的情况下，审查逮捕案件、
审查起诉案件的办案时间同比分别缩短了
12.5%、15.7%，去年全省检察机关有17项
业务数据明显优于上年。

另外，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进一步
凸显，检察官自行决定批捕案件占批捕
案件总数的88.6%、自行决定提起公诉案
件占公诉案件总数的85.03%，检察官职
业荣誉感和自豪感明显增强，初步形成
了权责明晰、制约有力、运行高效的检察
权运行机制。

改革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我们只
是走完了第一步，或者说走完了前两步。
今年，我们将顺势而为，认真落实以司法责
任制为核心的各项改革任务，抓好基层检
察院的大部制改革，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
制约机制和科学的业绩评价制度，统筹兼
顾各类检察人员的职业发展等。总之，就
是要把司法责任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细化、
固化，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确保各项改
革取得党和人民满意的实效。

（本报北京3月14日电）

两项改革顺利推进全省三级院全覆盖记者：2014 年 3 月，海南被中央
确定为第一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省
份。在两年的试点工作中，海南省检
察机关在司法体制改革上主要做了
哪些工作，有什么亮点？

贾志鸿：海南能作为全国司法体
制改革首批7个试点省份之一，得益
于海南省委的主动请缨。我清楚地
记得，2014年全国两会审议“两高”
报告时，省委书记罗保铭在会上表达
了希望海南被列入司法体制改革试
点的意愿。罗书记在会后还对我们
说，“早改晚改都得改，早改早受益。”
现在实践证明，确实是早改早受益。

2014年3月正式领过任务后，我
们的工作主要是调研、制定方案，从
2015年1月开始正式进入实际操作
阶段。中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试点
确定了四项任务：司法人员分类管
理、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职业保障、
省以下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其
中，检察院、法院主导的主要是前两
项——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和司法责
任制。后两项是由有关部门主导，我
们来配合。

考虑到海南省直管市县的特殊
管理体制，在改革中，我们的最大特
点是没有在省内搞试点，一开始就是
全省三级检察院一次推开，这在全国
也是第一家。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全省顺利完
成了首批入额检察官选任工作。我们
一次性在全省三级检察院选出了796
名首批入额检察官，占政法编制总数
的31.9%，比中央确定的39%员额比
例上限低了7.1个百分点，员额制改

革走在全国前列。此外，在全省三级
院全面铺开司法责任制改革，实现了
司法责任制改革全省三级院全覆盖。

我们的探索和经验也得到了中
央有关部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
注。我们分别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举
办的全国大检察官研讨班和中央政
法委召开的全国司法体制改革试点
工作推进会上作了大会发言和书面
发言。中央深改办《改革情况交流》
刊发了我省检察机关开展司法责任
制改革的做法，最高人民检察院6次
向全国转发了我省检察机关司法体
制改革的做法。

啃下“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硬骨头记者：改革，意味着要破除旧有
的樊篱，需要革新的勇气和担当。在
司法体制改革中，我们遇到的主要困
难有哪些？通过什么样的措施去克
服这些困难？

贾志鸿：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是
“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其核心是重新
选任入额检察官和法官。中央要求
入额检察官的比例不能超过政法编
制的39%，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真
正牵动了每名检察系统干部的切身
利益。我们紧紧抓住这个最难啃的

硬骨头开展工作。
手心手背都是肉，真正要把骨

干选出来留下，很难，这里面最关键
的就是要公道。面对巨大的人员分
流压力，我们有“三个担心”，即担心
思想不稳、队伍不稳；担心办案骨干
选不进员额；担心一批中青年优秀
干部流失。

对此，我们精心调研谋划、精

心设计方案、精心组织实施，用这
“三个精心”来化解“三个担心”。我
们采用“考试+考核”的办法，考察干
部的能力、业绩、水平、政治素质。
2015年 4月 2日检察机关全省统一
考试，4月 12日—16日全省统一考
核，考试和考核加起来的综合分数
排名，谁在前面选谁。为了防止人
为因素影响，考试完了先封卷，等考

核完了以后再评卷。总的来看，改
革非常稳当。

正是有了“三个精心”，换来三
个“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这么平
稳，队伍思想整体保持稳定；没有
想到一大批骨干选进来了，全省入
选员额的检察官 45 岁以下的占
62.6%；没有想到全省各级检察院
这么坚定不移地支持这个方案。
这说明前期的工作做得比较扎实、
细致，有今天的局面，我们感到很
欣慰、很振奋。

顺势而为
继续推进责任制改革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林玥

入额检察官为核心，实行独任
检察官和检察官办案组的办案组
织形式，作为检察机关办案的基本
单元；

制定了检察官权力清单，将97
项办案决定权授权给检察官行使，
使检察官成为有职有权的办案主
体；

开展内设机构整合，基层院内设
机构由原来的16至19个，减少为6
至8个，一批中层领导干部回归办案
一线……

海南是全国首批7个司法体制
改革试点省市之一，自去年1月以
来，我省检察机关锐意改革，积极探
索，走出一个个坚实步伐。一年多
来，海南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取
得了初步成效，全省检察机关办案流
程更加顺畅，办案效率显著提升，去
年案件起诉率、有罪判决率分别为
95.3%和99.9%，案件质量综合指数
位居全国前列，一套权责明晰、制约
有力、运行高效的检察权运行机制初
步形成。

知难而进的员额制改革

员额制，注定是一个牵动全体司
法人员神经的字眼。

据了解，海南检察机关现有政法
编制2498人，改革之前，原具有检察
官资格的有 1510 人（检察员 1022
人，助理检察员488人），占检察人员
编制的60%。

按照中央要求，三级检察院检

察官员额分别为省检察院检察官的
比例占其政法编制的38%，分市检
察院和县区检察院的比例分别为
39%、40%。通过选任，原来具有检
察官资格人员中将有40%不能进入
员额。

面对这种情况，省检察院党组倍
感压力，更有三个担心：一是担心思
想不稳、队伍不稳；二是担心办案骨
干选不进员额；三是担心一批中青年
业务骨干流失。

为了化解“三个担心”，省检
察院精心调研谋划，力求做到既
体现中央改革要求，又符合海南
实际，既稳步有序推进改革，又确
保队伍不乱、工作不受影响，同时
精心设计方案，在摸清底数、反复
论证的基础上，省检察院决定统
一制定所有改革方案，并精心组
织实施。

为确保考试的公正性，省检察院
于考试前向社会公布了参加考试人
员名单，接受社会监督。考试过程采
取视频全程监控，纪检监察部门对考
务相关工作全程介入。

最终，经过严格的评审表决，海
南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正式向
外界公布我省首批进入员额的796
名检察官人选。

检察官办案不当“官”

由于多年来司法工作人员是作
为普通公务员来管理，由此带来的多
设机构现象非常普遍。检察权运行
的唯行政化现象消除不了，办案责任
制就无法真正落实，必须打破这个内

部樊篱。
基于此，海南检察机关积极开

展内设机构整合，一批中层领导干
部回归办案一线。以万宁市检察院
为例，通过实行“大部制”，将派驻乡
镇检察室以外的16个内设机构整合
为“六局一部”，七大部门各配一名
负责人，原先各业务部门的科长被
就地“免职”，不再负责本部门的行
政管理。

据了解，目前全省检察系统中，
基层院内设机构由原来的16至 19
个，减少为6至8个，

新的机关内部架构也逐渐定
格，每个业务部门只设办案组，由1
名主任检察官和若干名检察官助
理、书记员等组成，承担司法办案
职责。

改革带来了检察机关内设机构
设置的更加精简，以及办案过程的
去行政化。主任检察官不再是负责
审核审批其他检察官司法办案的

“二科长”，更不是检察官之上的检
察官。

数据显示，改革以来，检察官办
案主体地位进一步凸显，检察官自行
决定批捕案件占批捕案件总数的
88.6%、自行决定提起公诉案件占公
诉案件总数的85.03%，办案责任心
和职业荣誉感显著增强，初步形成了
权责明晰、制约有力、运行高效的检
察权运行机制。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

据悉，以往检察官办案经常存在
审而不定、定而不审、集体担责的状

态，办案责任不明确。针对这些弊
端，此次改革突显了主任检察官办案
主体，确立了权责统一、终身负责的
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为此，省检察院为检察官们制定
了权力清单，将97项办案决定权授
权给检察官行使，使检察官成为有职
有权的办案主体。

“以前，办案人员对案子把握不
了，就会向分管副检察长求助，副检
察长还把握不了，就交给检察长。”万
宁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曾圣和说，现在
责任明确具体，实行“谁办案、谁负
责”，迫使办案人员增强工作责任心
和积极性，对案情的拿捏更谨慎，对
案件审批也更严格，办案质量必然得
到提升。

然而，合理放权以后如何加强
对检察官司法办案的监督制约，这
是改革带来的新问题。在此基础
上，全省检察机关积极探索与“三级
审批制”有本质区别的分管副检察
长、业务部门负责人的监督把关机
制，着力加强对检察官司法办案的
监督制约。

多措并举之下，海南检察机关
司法责任制改革取得了初步成
效。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
之年，全省检察工作任务十分繁
重，司法体制改革也将迈入全面深
化的新阶段。省检察院表示，将扎
扎实实把包括完善司法责任制在
内的各项改革工作推向深入，创造
出更多成熟的改革成果，为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增
光添彩。

（本报海口3月14日讯）

办案效率显著提升，权责明晰的检察权运行机制初步形成——

深化检察改革海南蹄疾步稳
■ 见习记者 丁平

2015年8月10日晚，海口桂林洋经济
开发区塘口村一户居民家传出一声枪响。村
民王强（化名）因琐事和妻子发生争执。随
后，女方打电话给弟弟，弟弟和朋友赶到和王
强吵了起来。不料，王强拿出一把经改造的
射钉枪，为恐吓妻弟，朝天开了一枪。随后，
王强的父亲报警，警方随即展开调查。

“案情属于涉枪案件，考虑各方因素
后，决定对这起案件使用简易程序办理，这
个案子仅用了2天就完成了批捕。”有着近
30年办案经历的美兰区检察院检察官倪
承山这次有一个明显感受——办案效率有
明显提高。“经过司法改革，由检察官独立
决定并对案件负责，减少了请示、汇报、逐
级审批等中间环节，节省了诉讼资源，有效
缩短了办案时间。”

美兰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自去
年7月司法改革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办案
效率明显提高。从2015年7月1日至8月
11日，美兰区检察院共受理案件150件，
办结96件（另办结积存案件112件），其中
移送审查逮捕案件66件，办结56件，平均
用时6天，同比减少1天；移送审查起诉案
件84件，办结40件（其中轻刑快办案件32
件），平均用时13天，同比减少12天。

为何办案时间会缩短这么多？该负责
人告诉记者，2015年7月以来，美兰区检察
院办案实行新模式，同步完成办案系统审批
权限调整，对355份文书的最低审批权降低
给检察官。所有案件（包括在办和新受理案
件）办理权限实行“一刀切”，都按照调整后
检察官权限审批执行，正式告别了以往办案

“案件承办人—科长—分管副检察长”三级
审批的“老路子”。（本报海口3月14日讯）

海口美兰区检察院践行司法改革

节省司法资源
提高办案效率

两会连线

时间节点

2015年1月29日，
全省检察机关司法体制
改革全面启动；

2015 年 4月，全省
检察机关员额制改革完
成；

2015 年 6 月 1 日，
海南在全国率先实现了
司法责任制改革全省三
级院全覆盖……

改革成效

办案效率显著提
升：在 2015 年审查逮
捕、审查起诉人数同比
分 别 上 升 7.2% 、

5.1%的情况下，审查逮
捕案件办理期限较去年
平均缩短1至2天，审
查起诉案件办理期限平
均缩短8.3天；

办案质量总体平
稳：案件起诉率、有罪判
决率分别为95.3%和

99.9%，案件质量综合
指数位居全国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