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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编辑孙艳敏

射阳
!

月
"#

日 ! 江

苏省射阳县检察院预防职务犯

罪宣讲团
!

名成员给该县住建

局
"$#

余名干部职工作了专题

预防职务犯罪法制讲座! 这是

宣讲团成立以来的首场宣讲"

宣讲团成员结合该院近五年查

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情况! 对职

务犯罪的成因# 特点及危害进

行了深入剖析! 对构建预防职

务犯罪防线提出了意见和建

议"

!杜丽丽"

张家口开发区
河北省张家口市高新技术开发

区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

育基地是河北省检察系统内规

模较大的警示教育基地! 总建

筑面积近
"###

平方米!可同时

容纳
%##

人参观学习" 该基地

展示大厅由决策篇#惩治篇#警

示篇#防范篇#互动区和视频区

六大板块组成! 展示各类案例

&#

余个#图片
!#

余幅#廉政文

化展板
'#

余块"自
%#"&

年
""

月投入使用以来! 已开展警示

教育活动近
%#

场次 !

"!##

余

名党员干部接受了警示教育"

!景峰 王洋"

伊宁垦区 近日!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伊宁垦区检察

院检察官给第四师六十九团

"%#

余名党员干部作了预防涉

农职务犯罪法制讲座" 检察官

结合近年来查办的涉农职务犯

罪案件以案说法! 详细讲解了

贪污罪# 挪用公款罪等常见的

涉农职务犯罪的基本概念#发

案特点及危害! 提出了有针对

性的预防对策"

!闫峰"

临沂罗庄 山东省

临沂市罗庄区检察院职务犯罪

预防部门检察官近日联合该区

建设局! 到该区一个保障性安

居工程工地! 通过召开质量分

析会# 实地检查等方式开展了

质量监督" 今年以来! 该院为

确保安居工程质量! 防范职务

犯罪发生! 加大了对安居工程

招标# 资金管理使用# 施工验

收等环节的监督! 收到了良好

效果"

!赵云昌 杨硕"

桐柏 近日!河南省桐

柏县检察院建议并督促各村组

建立了涉农资金项目监督小

组! 全程监督涉农资金发放和

项目工程进展" 涉农部门检察

联络员和村级联络员负责反馈

资金项目情况! 按月报送该院

预防局! 形成了县直部门#乡

镇# 村组三级涉农职务犯罪预

防网络! 有力地遏制了职务犯

罪发生"

!周闻胜 郭冬冬"

咸宁咸安 湖北省

咸宁市咸安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吴志宏近日给参加全区食品药

品监管系统上岗培训班的
(#

余名药监干部上了一堂预防职

务犯罪法制教育课" 吴志宏结

合近年来该院查处的食品药品

监管领域职务犯罪案件! 从发

案原因#危害#后果等方面进行

了详细讲解! 警示药监干部要

过好权力#金钱#美色三关!远

离职务犯罪"

!肖华"

南宫 今年以来 !河北

省南宫市检察院把预防工作贯

穿办案全过程! 对嫌疑人所在

单位采取评查剖析#逐案建议#

案案回访# 督查整改等预防措

施"截至目前!该院结合查办的

职务犯罪案件! 共开展警示教

育
'

次!调查座谈
)

次!发放宣

传资料
"!##

份!发出检察建议

(

份! 提出整改措施
""

条!均

被发案单位采纳"

!张立宏"

礼泉 近日! 陕西省礼

泉县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科被

礼泉县委县政府表彰为 $人民

满意的政法单位%" 近年来!该

院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以个案预

防#行业预防#专项预防和警示

教育为中心! 积极推进预防工

作规范化# 制度化# 同步化建

设! 职务犯罪风险防控取得了

明显成效! 进一步净化了县域

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李博"

从江
!

月
"%

日! 贵州

省从江县检察院深入该县宰便

镇开展$服务基层#联系群众%教

育宣讲活动"检察官针对该镇领

导干部#工作人员以及村支两委

成员 !就涉农 #涉林职务犯罪方

面的法律法规作了细致讲解!教

育引导党员干部遵纪守法!提高

廉洁自律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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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筑黔
+

额敏垦区
!

月
)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额敏垦区

检察院深入辖区
"$$

团中学开展

$学生家长法制讲座%"检察官结

合发生在身边的典型案例!向学

生家长讲述了青少年犯罪的动

机 #特点以及危害 !同时论述了

家庭教育对学生成长以及预防

青少年犯罪的重要性"

!张莹"

安仁
!

月
)

日 ! 湖南

省安仁县检察院举行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集中讨

论活动 " 该院干警分成两组 !

围绕 $做群众贴心人 # 入党为

了什么 % 等主题展开讨论 " 干

警们踊跃发言 ! 纷纷表示 ! 要

牢记为民服务宗旨 ! 以出色的

工作业绩推动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

!陈坚"

凤翔
!

月
(

日!陕西省

凤翔县检察院举办第五届$检察

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 #人民监督员 #群众代表

和辖区企业代表参加"活动包括

现场参观 #听取汇报 #会议座谈

等"该院还听取了各界代表对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

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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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卫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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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城 广西壮族自治区

恭城县检察院日前开展核查纠

正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专项

行动!通过查看台账#调阅案卷#

走访考察等方式!共核查监外执

行罪犯卷宗
!$

件! 核查纠正脱

管#漏管罪犯
!

人!对核查纠正的

人员均建立了档案!并要求执行

部门整改到位"

!刘珊珊"

英山 湖北省英山县检

察院近日成立了未成年人刑事

案件办案及帮扶小组! 以教育#

感化和挽救失足未成年人 " 该

办案帮扶小组由侦监 # 公诉部

门的数名业务骨干组成 ! 根据

未成年人的生理 # 心理特点和

犯罪情况 ! 有针对性的对其进

行心理疏导和法制教育 ! 切实

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张丽"

巨鹿 河北省巨鹿县检

察院今年以来通过该县电视台#

该院检务大厅#官方微信以及微

博等形式!向社会公开检察机关

的职能 #立案范围 #举报监督渠

道等!帮助群众$举报进对门#维

权走准路%! 提高群众的维权意

识!引导他们学会用法律武器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

阎丽婷
+

莱阳 山东省莱阳市检

察院日前在派驻姜疃镇检察室

建立了该市青少年法制教育基

地"该基地以常见法律知识和未

成年人安全防护教育为主要内

容!以珍爱生命#预防犯罪#预防

意外伤害等为主题!通过图片展

示和文字介绍!向未成年人普及

法律知识和安全常识"

!常洪波 于宝"

西峡 为更好地开展涉

罪未成年人帮教工作!河南省西

峡县检察院未检科日前开通了

$西峡未检关爱在线%

,,

网络平

台和微信公众订阅号"此举是该

院在建立涉罪未成年人档案库#

定期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电话

约谈之外的又一创新举措"

!马志全 张宇"

淮南大通 安徽省

淮南市大通区检察院近日制定

了 &预防工作服务队工作办

法'! 组建由该院青年业务骨干

为主力的预防工作服务队 ! 通

过工作信息交流 # 开展预防宣

讲 # 典型案件剖析 # 专题预防

分析会等方式 ! 推动该院预防

工作全面开展"

!汪全岭 周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