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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
!

月
"#

日 !河

北省大名县检察院召开全县

预防工作大会! 县直部门"乡

镇和国有企业等
$%

个预防成

员单位参加#这次大会对
"&#!

年度预防工作先进个人和先

进单位进行了表彰!还与各单

位$一把手%签订了
"&#'

年度

廉政责任状!以期督促他们认

真履职!廉洁行政#

!鲁文涛"

酒泉 近日!甘肃省酒

泉市检察院联合该市交通运

输局 ! 在全市近
(&&

辆出租

车
)*+

显示屏上滚动播放

#&&

条预防职务犯罪格言警

句 ! 出租车成了流动的廉政

宣传平台 # 这一举措使廉政

文化宣传更具流动性 & 宣传

面更广 ! 大大提高了广大群

众对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认

同感和参与感#

!魏晓燕"

寿县 安徽省寿县检

察院检察官近日走进该县大

顺镇践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大讲堂!给
#"&

余名镇村

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职务犯

罪预防课#检察官从$四风%之

害谈起!结合该院近年来查处

的涉及农业 &林业 &石油价格

补贴等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例!

讲解了职务犯罪之害!并提醒

听课干部们要算好人生$七笔

账%!走好廉洁人生路#

!郑永文"

杭州拱墅 近日!浙

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预

防职务犯罪网络成员单位联

席会议在杭州钢铁集团召开#

浙江省 &杭州市 &拱墅区三级

检察院预防工作相关负责人

与来自基建 &发电 &运输等职

务犯罪高发领域的企事业单

位代表进行了座谈!就如何开

展合作共同预防职务犯罪展

开了讨论#此次会议系该院建

立 $职务犯罪社会化预防机

制%的又一次有益实践#

!王丽丽 张斌"

上蔡 河南省上蔡县

检察院近日联合县纪委对全

县近千名科级干部及家属开

展了集中廉政教育活动!通过

组织他们观看警示教育图片

展及廉政电影!教育干部及其

家属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

弦 #不少家属纷纷表示 !要继

续当好贤内助!与配偶一起携

手抵制利益诱惑! 遵纪守法!

廉洁自律! 构筑起一个廉洁&

幸福的港湾#

!郭永刚"

长岛 近日!山东省长

岛县检察院联合该县邮政储

蓄银行举办了预防职务犯罪

警示教育展览#这次展览共有

'"

块展板! 展出内容分为前

言&决策篇 &惩治篇 &防范篇 &

警示篇 &忏悔录 &展望结束语

七个部分# 包括
"(

个典型案

例!

#'&

余幅图片!文字资料
"

万多字# 该行干部职工表示!

一定要提高对预防职务犯罪

的思想认识!做好本职工作#

!于金琦 王金波"

曲周 近日!河北省曲

周县检察院副检察长高本祥

给该县工商局
,&

余名一线执

法人员作了专题预防职务犯

罪法制讲座 # 高本祥结合典

型职务犯罪案例 ! 深入剖析

了工商系统职务犯罪的现状&

危害和案发原因 ! 以及在行

政执法领域渎职犯罪中存在

的五大认识误区 ! 提出了筑

牢思想防线 & 远离职务犯罪

的具体建议#

!柴瑞婷 史应龙"

单县 近日!山东省单

县检察院制定出台了'单县人

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部门

与派驻检察室关于开展职务

犯罪预防工作衔接办法 (!充

分利用派驻检察室扎根基层!

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途径!通

过规范&有序的工作流程和工

作制度!把派驻检察室的职务

犯罪预防工作纳入到该院职

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体系中来!

为提升基层预防工作整体性!

构建基层职务犯罪预防新格

局提供了依据#

!冯秀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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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田
!

月
"#

日!湖北省

罗田县检察院对一起刑事申诉案

进行公开审查!采取公开论证的方

式!对不服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

刑事申诉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进行

答复说理! 并邀请人民监督员&律

师和申诉人所在乡政府的负责人

到场进行见证和监督#

!罗燕"

淮滨 河南省淮滨县检

察院日前开展向经验丰富的控申

接待干警学习活动!以提高干警处

理信访案件的能力和水平#该院控

申接待部门干警从如何掌握来访

人心理状态等问题讲起!并结合平

时处置各类信访事件所积累的经

验!开展交流和讨论!同时对工作

中的不足进行了总结#

!陈晓东 吕纪斌"

晋州 河北省晋州市检

察院近日开展以 $服务企业发展!

优化发展环境% 为主题的专项活

动!通过建立检察官联系企业服务

站!向企业发放检企联系卡&征求

意见表等方式!听取群众对检察工

作的意见建议!着力解决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

!龚顺青 简晶晶"

临沂罗庄 山东省临

沂市罗庄区检察院干警近日走进

鲁南技工学校!为该校
!&&

余名学

生举办了主题为 $知法善行 ! 守

护青春% 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法

制宣传讲座# 讲座通过提问 & 抢

答等互动方式! 从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行为的危害& 如何远离违法

犯罪等方面! 为在校学生提供法

律指引#

!戚兆侠 周海侠"

淮北烈山 安徽省淮

北市烈山区检察院日前将该院编

印的 '检察人员行为规范手册 (

发放到每位干警手中 # 该手册包

含职业纪律& 检察人员八小时外

行为禁令& 考勤制度等方面 ! 对

检察人员的职业行为和八小时外

行为进行了严格规定!同时决定成

立督查组!对'规范(落实情况进行

督查#

!崔晶"

赣榆 江苏省赣榆县检

察院近日在该县中小学开展 $法

制进校园% 巡回宣传活动 # 该院

与
"&

余所中小学联系! 通过开展

法律知识讲座& 在校园内设置宣

传展板& 为家长提供法律咨询等

形式!宣传讲解与未成年人相关的

法律知识!进一步增强未成年人安

全防范意识#

!孙娟 杨红萍"

犍为 四川省犍为县检

察院近日联合该县司法局印发了

'关于建立民事行政检察联络员的

制度(!决定在辖区律师事务所&法

律服务所和法律服务援助中心聘

请
#"

名民行检察联络员! 同时明

确了联络员工作职责&反映和提供

线索的程序&联络员的权利和义务

等内容#

!甘泉"

额敏垦区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额敏垦区检察院近日与

该区公安局召开联席会议!就移送

起诉案件中出现的案卷材料文字

错误&案件事实和证据采用&罪名

认定&执法风险评估等事项进行了

讨论#会上!该院公诉部门干警还

通过投影仪&实物展台等多媒体示

证!将存在的问题及需要补充侦查

的事项一一列出#

!张莹"

金溪 江西省金溪县检

察院近日召开以 $明明白白做人!

干干净净从检%为主题的廉政教育

课#该院检察长介绍了检察人员廉

洁从检规定!要求新进干警加强学

习!增强廉洁从检意识!自觉遵守

各项规章制度!同时详细讲解了中

央八项规定和政法干警 $八不准%

等有关规定#

!吴志球"

周宁 福建省周宁县检

察院自年初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以来积极开展$法律宣

传下基层!抓维稳促和谐%专项活

动! 全面提升干警群众工作能力!

并以每季度开展一次道德讲堂&青

年干警讲坛&检察业务专题培训等

活动为抓手!促进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厉晓冬 钱承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