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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阁
!

月
"#

日!四川省剑

阁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应邀到该县

财政局作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

主讲人以#远离职务之犯罪 !当好

国家理财人$为题 !系统介绍了新

形势下职务犯罪的种类%特点和反

腐败的措施!深入分析了近年来财

政人员职务犯罪的根源及危害!并

就如何预防职务犯罪提出了建议"

!罗隽平"

岑溪
!

月
"!

日!广西壮族

自治区岑溪市检察院邀请该市文

联%科联职工来院开展警示教育活

动" 该院检察官为大家介绍了国家

反腐倡廉面临的新形势!结合发生

在该系统的职务犯罪典型案例!深

入剖析了职务犯罪涉及的主要罪

名 %立案标准等 !并重点讲解了渎

职犯罪的构成要件"

$

胡文静
%

临邑
!

月
""

日!山东省临

邑县检察院组织该县国税局干部

职工到廉政警示教育基地接受教

育 ! 组织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

&抵制诱惑警示录'!并由该院预防

局干警以#清风伴君行 !廉洁铸人

生$为主题!为大家上法制课!告诫

大家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提高

拒腐防变能力(

$

张淑华 刘宪升
%

恩施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检察院检察长近日到湖

北中烟恩施卷烟厂调研座谈! 了解

企业治安环境和法治环境! 宣传检

察机关职责! 并向企业负责人赠送

&检企联系卡'和&充分发挥检察职

能优化法治环境文件选编'!还征求

了企业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刘爱平 李志"

涿鹿 河北省涿鹿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驻村工作队到该院联

系点温泉屯镇红彤营村了解民生

情况 !听取了村民对教育 %环境卫

生整治以及干部作风等方面的意

见建议" 该院将听取的意见建议梳

理汇总后! 建立了一套涉及
&''

户

家庭的*民情档案$) 此举为推进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

展奠定了基础)

!王春艳"

浦城 福建省浦城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服务生态经济建设美

丽福建 $专项活动 !组织生态检察

服务小分队深入该县石陂镇进行

林业生态法律宣传) 活动以展板的

形式 !以案释法 !向该镇
&!

个村的

近百名村干部 +森林派出所 %林业

站干部宣传职务犯罪预防方面的

法律法规"

!陈金英 陈辉"

洛南 陕西省洛南县检察

院近日按照中央政法委及高检院

通知要求!积极组织全院干警学习

新疆石河子检察院监所检察科原

检察员张飚同志的先进事迹" 全体

干警一致表示! 在今后的工作中!

要以张飚为榜样!坚持*立检为公!

执法为民 $的执法理念 !做一名让

党放心%群众满意的好干警"

!陈涛"

舒城 安徽省舒城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主题为 *做好贤内助!

当好廉内助$的警示教育活动
(

通

过观看反腐纵横 %警钟长鸣 %忏悔

录等典型案例视频!教育引导干部

家属自觉抵制腐败! 做到知廉%守

廉%助廉%促廉!努力把家庭建设成

温馨%廉洁%幸福的港湾"

!峥嵘"

盐城盐都 江苏省盐

城市盐都区检察院近日设立 *

))"

省道工程$检察工作站!将管理%施

工%监理等关键岗位人员作为重点

对象!通过在工程建设指挥部悬挂

廉政图片 %召开座谈会 %举办警示

教育专题讲座%设立举报箱等方式

对其进行警示教育!以此保障政府

投资安全"

!谭冲"

湘潭岳塘 湖南省湘

潭市岳塘区检察院日前为公务用

车安装了高速
*+,

车载装置"

*+,

,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车

载装置实行一车一卡!车卡绑定!上

网就可随时查询公务车辆进出高速

路口的消费情况)根据规定!该院车

辆管理员会定期将公务用车的通行

明细和交费清单交至纪检监察室及

财务室! 以进一步加强对公务车辆

的监管)

!欧阳林"

张掖甘州
!

月
"#

日!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检察院

组织青年干警参加该区区委主办

的 *学条规 % 守法纪 % 转作风 %

促廉洁$ 知识竞赛! 选题紧扣中

共中央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下

发的反腐倡廉文件和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相关内容! 旨在

检验干警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精神内涵的理解与掌握)

!董红"

武宣
!

月
"#

日 ! 广西

壮族自治区武宣县检察院开展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

&'"!

年

法制教育进校园活动) 当天! 检

察官结合发生在该县的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向在场学生

讲述了强奸% 抢劫% 故意伤害等

案件的性质% 社会危害% 法律后

果! 并通过以案说法% 法制知识

抢答等多种形式! 为学生上了一

堂法制教育课)

!覃娟"

迁西 河北省迁西县检察

院今年以来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 启动了以 *让检察

走进群众! 让群众了解检察$ 为

主题的 *法制进机关$ 活动) 近

日! 该院检察长以发生在该县人

社局的职务犯罪案件为警示教材!

为该县人社局
"''

多名干部职工

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 深

受干部职工好评)

$

周宝明 徐颖新
%

修武 河南省修武县检察

院近日对
"!

名新进人员进行了业

务技能培训!系统学习了检察机关

职能%执法规范%保密法规等知识!

培训结束后还组织了考试)该院同

时挑选
"!

名责任心强% 作风过硬

的业务骨干!对新进人员进行*一

对一$传帮带!促使新进人员尽快

转换角色!掌握业务流程)

$

闫娜 王 阳
%

漳浦
&'")

年以来 ! 福

建省漳浦县检察院建立了社区矫

正法律监督常态机制! 将社区矫

正监督纳入巡回检察工作职责 !

每月至少开展
&

次巡回检察活动!

深入乡镇司法所% 派出所检查核

对社区矫正人员交接% 执行情况!

并对检查中发现的脱管% 漏管现

象向司法局发出检察建议)

!杨炳坤"

泗阳 江苏省泗阳县检察

院日前开展 *院领导% 中层干部%

干警走上讲台$ 的互教互学活动)

该院将每周六定为学习日! 开展

案例研讨% 技能演练% 个案分析

等多种形式的岗位练兵活动! 形

成大家一起学习的氛围! 构建了

干警零距离交流学习的平台)

!李昊敏"

磐安 浙江省磐安县检

察院近日组织干警到省级廉政文

化教育基地开展廉政警示教育活

动! 通过参观相关教育图片展的

形式! 对干警进行廉德教育) 此

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提高干警的拒

腐防变能力和廉洁自律意识! 要

求干警加强自身建设! 永葆清廉

本色)

$

袁正平
%

费县 近日! 山东省费县

检察院开展了刑事案件被害人集

中救助行动!通过向办案人员了解

案情!深入社区%农户调查了解实

情!走访慰问等形式!对符合救助

条件的刑事被害人实施救助!用实

际行动践行群众路线)

!赵进 刘伟"

淮北杜集 安徽省淮

北市杜集区检察院近日对该区涉

农项目建设和涉农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专项督查) 该院干警通过查

阅资料% 实地察看等方式! 对退

耕还林% 农村低保等涉农资金的

管理% 发放环节进行了重点检查!

并结合近年来查办的涉农资金领

域职务犯罪案件! 认真剖析了该

领域职务犯罪的成因)

$

周峰 孔繁繁
%

安远 江西省安远县检察

院近日以 *走出去$ 的方式对上

访人群% 矛盾纠纷当事人% 困难

家庭进行走访! 以群众说事% 检

察官说法的形式倾听群众诉求 !

为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法

律问题! 并做到一事一台账! 深

受群众好评)

$

谢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