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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
!

月
!"

日!甘肃

省山丹县检察院检察官结合该

院办理的位奇镇新开村原文书

钱明侵吞村委会集体资金
#$

万余元的案例! 给该镇各级人

大代表" 乡村干部共
#%%

余人

作了专题预防职务犯罪法制讲

座#检察官分析了 $小官大贪 %

的原因及危害! 提出了有针对

性的预防对策和建议! 旨在以

身边事告诫他们! 一定要慎用

手中的权力!廉洁行政#

!石文纲"

水富
!

月
&'

日!云南

省水富县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

警示教育基地迎来了该县县委

书记薛桂强及
(%

余名县处级

领导干部# 薛桂强一行参观了

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图片展 !观

看了&警钟长鸣'等警示教育专

题片( 薛桂强还在留言簿上写

下了 $实在做人 "清白做事 "警

钟长鸣%的观后感言!并要求领

导干部们以案为鉴!警钟长鸣!

远离职务犯罪(

!李建伟 罗松林"

唐山丰润 近日 !河

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检察院首次

尝试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

中是否存在职务犯罪隐患开展

专项预防调查( 该院注重源头

预防! 综合公安执法权力集中

程度" 职务犯罪发生概率等因

素! 积极开展职务犯罪风险节

点的预警工作(同时!加强对公

安机关执法行为的研究! 注重

检察建议" 专题报告对预防调

查成果转化的能动效应(

!周宝明 李新艳"

新沂 今年以来! 江苏

省新沂市检察院为预防重点行

业"热点部位的职务犯罪!在全

市重点工程单位设立了督察

室(据悉!该院已在财政"住建"

卫生"水利等领域设立督察室
)

个! 每个督察室由
*

名检委会

专职委员"

!

名有预防工作经

验的干警组成( 督察室实时实

地监督工程廉政建设情况! 由

于监控得力! 截至目前! 该院

未接到一起工程领域的职务犯

罪举报(

!陈起扬"

寿光 去年以来! 山东

省寿光市检察院在采取多种措

施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同

时! 在该市教育系统和财政系

统查办职务犯罪窝串案
'

件
'

人!涉案金额近千万元!全部是

重特大案件(这些案件的查办!

有效地打击了发生在这两个系

统的失职渎职"贪污贿赂犯罪!

回应了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

新期待! 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

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刘明福"

淅川 为保障廉租住房

这项惠民工程落到实处 ! 近

日! 河南省淅川县检察院对该

县
#+,&

年廉租房分配工作开展

了同步预防(

&%,&

年! 该县建

设廉租住房
)%%

套( 在廉租住

房分配过程中! 该院对其中采

取摇号抽签方式进行分配的
!)%

套保障性住房的选抽签过程进

行了监督 ! 杜绝了暗箱操作 !

确保廉租房真正起到保障低收

入家庭 $住有所居% 的作用(

!王克 潮杰"

清苑 河北省清苑县检

察院检察官近日应邀给该县工

商局干部职工作了专题预防职

务犯罪法制讲座( 检察官结合

发生在工商系统的典型职务犯

罪案例! 讲解了工商执法过程

中出现的腐败新形式和新手

段!就重点岗位"重点执法人员

在防范寻租风险" 抵制腐败等

方面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预防

对策和建议(

!陈沛 段凌"

荣成 近日! 山东省荣

成市检察院发起的 $小手拉大

手%廉洁文化书画摄影展闭幕(

这次活动共展示了该院在全市

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及其子女中

征集的廉政书画作品! 包括书

法"油画"国画"简笔画"摄影等

百余幅! 以温馨的警示和文化

的愉悦吸引了众多市民前往参

观! 营造了以廉为美" 以廉为

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

风尚(

!王娇鹏"

光泽
!

月
&$

日! 福建省

光泽县检察院法律服务团来到华

桥乡表演预防职务犯罪小品剧&就

我说了算'! 以增强乡镇干部廉洁

自律意识( 该剧由该县检察院法律

服务团成员自编自导自演!讲述了

一名乡镇女党委书记凭着真才实

干走上领导岗位!最终因为放纵贪

欲而腐化堕落为一名犯罪分子的

真实故事(

!叶云洁 应浩丽"

临邑
!

月
&'

日! 山东省

临邑县检察院民行"预防等部门与

该县农机局召开联席会议!就加强

农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

作进行探讨!决定通过探索建立农

机行政执法案件信息共享平台"聘

请行政执法监督员"举办法制讲座

等方式!逐步建立完善检察机关对

农机行政执法工作的监督机制(

!张淑华 郑星海"

连云港新浦 江苏

省连云港市新浦区检察院派驻花

果山检察室日前联合花果山街道

办共同打造了 $法律宣传长廊%(

该长廊共由
&,

幅图板组成! 主要

内容包括)党风廉政建设 "信访宣

传"刑法典型案例"民诉法解读"预

防青少年犯罪等!以通俗易懂的文

字配以漫画 ! 向群众普及法律知

识!提高群众法律意识(

!吴楷 孙金燹"

临桂 广西壮族自治区临

桂县检察院纪检部门近日对
&%,!

年办理的自侦案件进行回访( 该院

从办案程序"实体认定 "办案效果

以及干警的廉洁执法等方面入手!

通过对有关案件当事人"发案单位

实地走访和个别谈话的形式!了解

案件当事人对干警的执法评价和

案件的社会效果(

!唐晓萍 李胤"

滁州琅琊 安徽省滁

州市琅琊区检察院近日将精心挑

选的职务犯罪案例制作成展板在

各个单位"社区"广场巡展!并通过

发放警示教育光盘"预防职务犯罪

手册"廉政公开信!组织干警发放

预防职务犯罪知识调查问卷等多

种形式!在辖区营造浓厚的廉政文

化氛围(

!王丹丹"

留坝 陕西省留坝县检察

院检察长近日应邀为该县财政局

干部" 乡镇财政所长共
)%

余人上

了一堂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课(

该院检察长从职务犯罪的概念讲

起! 结合职务犯罪典型案例 ! 剖

析了财政领域职务犯罪的发案原

因" 特点及危害 ! 告诫听课人员

认真履职 ! 管好用好国家的财政

资金(

!柴福安"

瑞金 江西省瑞金市检察

院近日协同该市林业部门深入辖

区
'

个重点林区 ! 通过设置防火

牌"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单"利

用森林防火宣传车进行巡回宣传

巡逻等方式!开展全方位的森林防

火宣传!同时督促相关部门对重点

区域进行排查(

!邹涛"

崇信 甘肃省崇信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全院干警以闭卷形式

进行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知识考试 ( 考试内容紧扣新党

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等!通

过测试!以考促学 !旨在进一步提

高全体干警对党的群众路线的理

解和认识(

!吕丽娟"

磁县 河北省磁县检察院

近日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征求意见座

谈会( 会上!人民监督员就如何开

展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各抒己见!并从检务公开 "执法公

信力提升"加大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力度等方面进行讨论(

!武志强 王哲"

郧县 今年以来! 湖北省

郧县检察院实行年轻干警到信访

接待室轮岗机制! 组织
,'

名年轻

干警学习检察机关文明接待信访

工作相关规定!熟悉信访接待业务

后! 到控申科全程参与信访接待(

轮岗周期为两周( 截至目前!该院

轮岗干警共参与接待来访群众
&%

余人次(

!李贵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