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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湖里
!

月
"#

日!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检察院举

行"办案质量年#启动仪式!要求全

院干警牢固树立办案质量是检察

工作生命线的意识!从端正执法理

念$提高办案能力和强化监督等方

面扎实工作! 不断提高办案质量!

并建立干警%执法档案&!夯实案件

质量终身负责制'

!赵亮"

宿迁宿城
!

月
"$

日!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检察院

"检察官赶集(活动正式启动)此次

活动主要利用各乡镇集市的机会!

向群众宣传职务犯罪线索举报流

程! 并现场接受群众控告申诉$提

供法律咨询服务等)此举旨在拉近

检察机关与群众的距离!更好地为

群众排忧解难)

!王红梅"

宁津 近日!山东省宁津

县检察院组织侦监$公诉$反贪$反

渎等业务部门干警开展疑难案件

共享式学习研讨活动!以"各自审

查$集中会诊(的方式!让干警围绕

疑难案件进行研讨发言!通过逐案

解析! 熟悉并掌握相应诉讼过程!

达到互教互学$智慧共享!切实提

高干警办理疑难复杂刑事案件的

能力)

!董海徽"

麟游 陕西省麟游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以"大排查$大检修$大

扫除( 为主题的正风肃纪活动)活

动紧紧围绕"治庸$治浮$治懒$治

散(展开!通过大家提$自己找$领导

点$ 同志议四个层面的查纠查摆!

帮助个人在遵守纪律$ 转变作风$

履行职责方面认识清醒$ 定位准

确!督促干警收心提神!以清新务

实的作风投入到工作当中)

!张录芳"

玛纳斯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玛纳斯县检察院干警近日深

入乡镇开展"听民声$办实事(法律

宣传活动) 该院干警为群众发放

%检民联系卡&和宣传资料!通过宣

传法律政策$实地走访$与群众面

对面交流等形式!为群众提供法律

咨询服务!努力解决群众关注的热

点$难点问题)

!王德福 邱存富"

施秉 贵州省施秉县检

察院近日与该县供电局建立了

!%"#

年度预防职务犯罪联席会议

制度!成立了联系协调领导小组及

办公室!明确了双方职责$工作内

容$工作措施$工作目标等)此举旨

在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服务保障

企业发展的职能!推进施秉电网系

统廉政建设)

!廖仁君"

上海松江 上海市松

江区检察院近日召开院刊%松江检

察&编辑部会议)%松江检察&开辟

"廉政清风(固定版块!定期刊登干

警原创廉政书画作品$ 摄影图片$

格言警句$思想漫谈短文$廉政电

影影评以及党纪法规条文等!不仅

丰富了廉政文化建设内容!也增强

了干警廉洁从检意识)

!赖姣红"

邓州 河南省邓州市检

察院
"$

名法制副校长日前来到各

自所在的学校!为学生们送去"新

春第一课() 法制副校长课前精心

准备!采取孩子们喜闻乐见的讲解

形式剖析典型案例!带领学生们观

看图片展览!还实地参观拘留所等

地!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赵博 王中泽"

固原原州 宁夏回族

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检察院近日

部署开展"转作风$讲纪律(教育活

动!通过集中学习$教育整顿的形

式!促使干警转变工作作风$提高

工作效能$严肃工作纪律!使干警

树立争先进位$永争一流的工作态

度!迸发奋力拼搏$真抓实干的工

作激情)

!杨志强 张家萍"

罗城 广西壮族自治区罗

城仫佬族自治县检察院日前出台

%检务督察工作实施办法&!建立健

全了检务督察组织机构和督察工

作机制!做到事事有督察!件件有

考核!初步实现了督察考核的无缝

隙$全覆盖!促使检务督察工作走

上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廖启锋"

岐山
!

月
"&

日 !陕

西省岐山县检察院编印的%预

防职务犯罪警示录 & 一书装

订完毕 ! 第一期印发
"%%%

册 ) 该书分为决策篇 $ 学习

篇 $ 警示篇和预防篇四个部

分 ! 通过大量的职务犯罪案

件以案说法 ! 剖析了职务犯

罪发生的原因 ) 据悉 ! 该书

作为预防职务犯罪教材 ! 将

在近期向全县各单位发放)

!白文渊"

汝南
!

月
"!

日 !河

南省汝南县检察院检察官给

该县国土系统干部职工上了

一堂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

课)检察官结合典型职务犯罪

案例!讲解了易发职务犯罪罪

名! 剖析了这些犯罪的特点$

原因及危害!教育引导该系统

干部职工依法行政 $ 廉政为

民!受到干部职工的欢迎)

!程忠华 王军"

石家庄新华 近

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检

察院检察长在区两会上所作的

工作报告中!关于加强检察权

运行监控机制建设的系列做法

受到与会代表委员的充分肯

定)近年来!该院通过对检察工

作岗位职责进行梳理!排查可

能存在的廉政风险!采取有效

措施加强检察权运行监控机

制建设!使检察权的运行更加

廉洁$规范和高效)

!李浣"

大连旅顺口 日

前!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检

察院召开中层以上干部廉洁

自律谈话会)该院检察长郑家

为从带头遵守纪律$保持谦虚

谨慎等九个方面对新任中层

领导干部开展集中谈话!明确

一岗双责!深入落实"讲诚信$

懂规矩$守纪律(要求) 同时!

提出围绕检察业务和执法办

案在
!%"#

年开局之时做好谋

划!力争开创新的工作实绩的

希望)

!姜华"

辉南 吉林省辉南县

检察院近日与该县监察局$审

计局召开了
!%"#

年预防职务

犯罪工作第一次联席会议!就

!%"#

年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如

何开展$如何协调配合 $如何

反馈信息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达成了共识 ) 会议还要求对

"三公( 经费的执行及落实情

况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并及

时提出预防建议)

!柴万志 贾大维"

兵团第四师 日

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

检察分院举办了以 "强化队

伍建设
'

促进廉政执法( 为

主题的专项教育活动 ! 重点

针对反贪 $ 反渎部门开展廉

政教育专题学习 ) 组织与会

干警认真学习了 %中国共产

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

干准则&和%检察机关领导干

部廉洁从检若干规定*试行+&

等文件! 同时对如何公正,公

平执法提出了具体要求)

!闫峰"

南阳卧龙 河南省

南阳市卧龙区区委书记马冰

近日到该区检察院就加强队

伍建设情况进行调研)马冰在

肯定该院成绩的同时!提出了

两条具体要求-一要完善监督

制约机制!把主动接受外部监

督转化为切实加强内部监督!

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出轨$个

人寻租机会 . 二要强化职业

化,专业化素养培育 !牢牢守

住职业良知底线, 法纪底线!

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胡建华 胡皓"

安陆 近日!湖北省安

陆市纪委常委张文安应邀给

该市检察院全体干警上了一

堂廉政党课 ) 张文安简要通

报了近年来该市纪检监察机

关查处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

法案件的情况 ! 指出党员领

导干部要从腐败案件中吸取

深刻教训 ! 加强党性修养 !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

线 ) 干警们纷纷表示 ! 一定

增强法制观念 ! 自觉远离腐

败! 保持廉洁操守)

!安剑 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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