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管城 近日 ，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检察院
组织反贪、反渎、预防三部门
召开涉农领域职务犯罪经典
案例剖析会，专门邀请部分人
大代表、 政协委员参加会议，
对该院近 3 年查办的此类案
件进行了深度剖析，旨在进一
步发挥基层检察院在涉农领
域的专业化预防作用，通过以
案释法推进制度预防。

（张晨宁）

信丰 近日， 江西省
信丰县检察院预防科检察官
受邀为该县大阿镇农村系统
的领导干部 、村 “两委 ”班子
成员、财务负责人等 80 余人
上预防法治课。 检察官例举
了近几年所查处的具体案
例，分析了职务犯罪的特点、
性质及危害性， 要求村镇干
部树立权责意识、 恪守权力
界限、强化法律意识，有效预
防职务犯罪的发生， 成为广
大农民的优秀领路人。

（王明建 王伟）

祁门 6 月 22 日 ，安
徽省祁门县检察院应邀为该
县工商银行 40 余位职工作
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 。授
课检察官结合近年来黄山市
检察机关查办的金融系统职
务犯罪案件， 细致讲授了金
融系统常见的职务犯罪罪名
解析、犯罪原因及预防措施，
告诫银行职工要认清贪腐危
害，筑牢思想防线，珍惜美好
人生， 做一名廉洁从业的银
行职工。

（汪颐康）

泗阳 近日， 在建党
95 周年到来之际， 江苏省泗
阳县检察院举行全体党员检
察干警“七一”重温入党誓词
活动，增强干警的党性意识、
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结合“两
学一做” 学习教育活动时刻
牢记入党誓词， 以忠诚铸造
检魂，以公正维护大局，筑牢
拒腐防变的坚固思想防线。

（王丽 刘大圣）

广灵 近日， 山西省
广灵县检察院预防检察干警
为该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局 40 余名中层以上干部上
了主题为“依法认真履责，预
防职务犯罪”的法治讲座，预
防检察干警结合近年查办的
食品药品职务犯罪案例 ，剖
析了此类案件的发生原因 、
特点、规律，并就如何开展好
预防工作、 认真履行好监管
职责， 与听课人员进行了深
入交流。

（田多宏）

北屯 为增强财务人

员拒腐防变能力，近日，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北屯市检察院
组织师直单位及 183 团、187
团、188 团等各基层单位财务
人员 80 余人来到福海监狱
开展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
活动， 安排 2 名因职务犯罪
入狱的服刑人员进行 “现身
说法”，使参观人员近距离地
感受职务犯罪所带来的法律
后果。

（周斌 龚素梅）

南召 为切实预防群

众身边的腐败，近日，河南省
南召县检察院组织开展了
“廉课下基层 ”活动 ，组织反
贪、反渎、预防等部门业务骨
干组成讲师团， 结合发生在
该县的典型案例， 深入各乡
镇为乡村两级干部集中进行
预防警示教育。 至目前，“廉
课下基层”活动已开展 4 次，
听课乡镇村两委干部达 700
余人。

（王天润 段文聪）

襄阳樊城 为进一

步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
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近日，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检察院
结合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
组织该区国税局 20 名中层
干部参加预防职务犯罪旁听
庭审警示教育活动， 为增强
庭审活动的警示教育效果 ，
该院围绕犯罪事实专门在公
诉意见书中加入了警示教育
内容，以案释法。

（杨益民 张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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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康 6 月 23 日， 湖北省
保康县检察院邀请当地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非公企业人士及媒体记
者等到该院参加 “公众开放日”活
动 。活动中 ，各界人士在讲解员引
导下 ，参观了案管大厅 、警示教育
基地和办案工作区，并参加了保障
和服务非公企业发展座谈会。

（冯启祥）

赵县 河北省赵县检察院

近日牵头，联合统战部、综治办、教
育局、团委、妇联等单位，在该县孤
儿院（希望之家）召开动员会，正式
启动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法治教育活动 。据悉 ，活动期间
将召开法治教育报告会 20 场 ，开
办 7 场防止性侵未成年人和校园
暴力讲座等。

（黄若磊）

大方 贵州省大方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案件信息公开工作满
意度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案件
程序性信息 、重大案件信息 、法律
文书公开是否及时和规范，案件信
息查询是否便捷 、高效 ，案件信息
公开宣传是否到位，群众是否满意
等 。调查人群涵盖部分律师 、案件
当事人及亲属、 公检法司干警、人
民监督员、人大代表。

（王布琼）

陆良 云南省陆良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党员干部进行党章党规
知识考试。 此次考试采取闭卷形式
进行，内容涵盖党章、党规以及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 旨在进一步加深党员干部对
党章、党规的认识和理解。

（李辉 张金羽）

沭阳 江苏省沭阳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该县 100 余名新提拔
干部及其家属到该院反腐倡廉警
示教育基地接受廉政教育。该院职
务犯罪预防科科长结合今年以来
职务犯罪查办情况，为参观人员详
细讲解职务犯罪的类型、罪名及危
害等 。参观人员纷纷表示 ，心灵上
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思想上受到了
深刻触动。

（宋广超 孙运聪）

洛南 陕西省洛南县检察

院近日对全体干警进行检察分级保
护系统保密工作培训。 此次培训内
容为检察分级保护工作保密制度、
操作规范要求等。通过培训，使干警
对检察分级保护系统有更直观、全
面的了解，增强干警保密工作意识，
提升检察机关保密管理工作水平。

（赵亚军）

成武 山东省成武县检察

院近日在该县实验中学开展“法伴
成长 、护航青春 ”防性侵主题法治
教育讲座。检察官结合一个未成年
人遭遇性侵害后成功自救的故事，
分别从“如何分辨性侵害”“如何防
范侵害行为”“遇到侵害怎样做”等
方面进行详细讲解，以提高女学生
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

（白兴彬）

西吉 宁夏回族自治区西

吉县检察院近日抽选熟悉法律知
识的法律骨干组成宣讲小分队，深
入辖区乡镇 、社区 ，向群众宣传法
律知识 ，发放法律知识资料 。他们
还结合当地经济发展谈法规常识、
话法规法纪，并就群众关心的农民
低保、危房改造、医疗、民事纠纷等
问题进行了耐心讲解。

（卢锦荣 马蓉）

科尔沁左翼中旗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检
察院近日结合 “两学一做 ”学习教
育，组织干警深入当地乡村开设党
课讲堂 ，采取讲解 、问答及座谈讨
论等方式，组织当地党员干部学习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及 《农村基
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
行）》等党纪条规。

（王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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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2016）粤 0307民初 8844号
陈喜楠： 本院受理原告黄仁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 200000
元及从 2014年 6月 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
利率的四倍计算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 2016年
6月 2日为利息 96000元）；2、 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上述
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开庭
时间：2016年 9月 28日上午 9时 30分， 开庭地点：深
圳市龙岗区横岗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 民事裁定书、
告知审判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和 30日内，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2016年 6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