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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三原县检察院检察官以

"珍惜美好生活! 远离职务犯

罪#为题!给该县工商银行干

部职工上了一堂生动的预防

职务犯罪法制教育课$检察官

对近年来该院查办的金融领

域职务犯罪案件的发案特点%

形式及危害进行了深入分析!

提醒听课人员戴上依法履职

的&安全帽#!拧紧廉洁从业的

&安全阀#$

!杨敏"

涉县 近日! 河北省

涉县检察院检察长王俊学带

领预防部门检察官到辽城乡

韩家窑村开展预防职务犯罪

宣讲$据悉!该院今年以&服务

基层!联系群众#为主题开展

预防职务犯罪基层行活动!通

过预防图片巡回展览%发放法

律服务便民卡% 举办专题讲座

等形式深入全县
"$

个乡镇开

展预防宣讲$截至目前!该院已

到各乡镇开展宣讲活动
%&

次$

!王文丽"

邻水 四川省邻水县

检察院派驻丰禾检察室检察

官近日为辖区
#'

余名村社干

部作了专场预防职务犯罪警

示教育讲座$检察官结合该院

%'"'

年以来查办的农村基层

干部职务犯罪典型案例!对农

村基层干部可能触犯的职务

犯罪的罪名和案件特点%构成

要件进行了深入讲解!提出了

有针对性的预防对策$

!刘德华 沈明均 吴远明"

商丘 今年以来 !河

南省商丘市检察院着力加强

民生领域的职务犯罪预防!在

全市集中开展了&预防和查办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金问题专

项活动#$截至目前!该市两级

检察机关在三个县'市(查办

挪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金案

(

件
"'

人$ 该市检察院结合

办案情况向市人保局发出检

察建议!及时堵塞了养老保险

金管理上的漏洞$

!罗华良 孔平"

成武 近日! 山东省

成武县检察院结合当前正在

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开展了法律宣传月活

动$该院预防局借助派驻基层

检察室! 通过上警示教育课%

送法下乡%召开座谈会%观看

警示教育片等形式! 为全县

"(

个乡镇广泛开展了预防警

示教育活动$截至目前!已开

展专题讲座
"'

场! 接受教育

的党员干部近
"%''

人$

!邵明勇 姜庆凯"

土默特右旗 内

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检察

院近日对涉农领域%低保抚恤

领域开展了预防整治活动$该

院检察官深入全旗
$

个乡镇

管委会!围绕涉农%低保%救灾%

救济资金的申报%管理%发放%

使用
(

个环节开展了专项整

治$ 针对整治过程中发现的管

理漏洞及各种苗头性% 倾向性

问题发出检察建议
$

条! 帮助

相关单位堵塞漏洞!建章立制$

!徐文春 谢卓妮"

老河口 近日!湖北

省襄阳市委副书记%老河口市

委书记朱厚伦在老河口市检

察院报送的)

%'"")%'"*

年度

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综

合报告* 上作出肯定性批示$

近年来!该院共立案查办职务

犯罪案件
#'

件
#'

人!通过办

案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

余万元+在涉及民生和群众关

注的热点领域和部门开展预

防调查
$

次!预防警示宣传教

育
&"

场次+ 开展职务犯罪案

例剖析
!+

件! 发出检察建议

#(

份$

!杨成丹"

大名 为预防 &城中

村#改造中的职务犯罪!近日!

河北省大名县检察院检察官

给该县
"'

余个&城中村#的村

委会主任和村支部书记上了

一堂生动的警示教育课$检察

官用真实的案例和感人的故

事!给村干部们阐述了腐败的

危害!警示他们要加强廉洁自

律!依法规范用权$

!鲁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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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编辑孙艳敏

临桂
!

月
"$

日! 广西壮

族自治区临桂县检察院与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会签了)食品安全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实施

方案*! 采取食品安全案件首办监

督员制度!安排专人与行政执法单

位对接 ! 以确保第一时间获取信

息%提前介入%督促移送$

!唐晓萍 李胤"

施秉
!

月
"#

日! 贵州省

施秉县检察院邀请该县国土 %住

建 % 环保系统等单位负责人召开

&开展督促起诉工作! 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 #座谈会 $与会代表就如何

开展好督促起诉工作交换了意见!

并签订了)开展督促起诉工作实施

意见*!成立了联系协调领导小组!

明确了督促起诉工作的目标任务%

监督重点%工作要求等$

,

廖仁君
-

二连浩特
!

月
"*

日!

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检察院

为该市民政局全体干部举办预防

职务犯罪专题讲座 !拉开了以 &监

督%预防%教育%促进 #为主线的民

政系统廉政风险同步预防活动的

帷幕$ 该院将定期开展警示教育%

法制宣传和预防咨询活动+提出预

警性预防检察建议!帮助健全权力

运行监控机制$

,

毕力格
-

白城洮北 近日 ! 吉

林省白城市洮北区检察院侦查监

督科在受理提请审查批准逮捕犯

罪嫌疑人宫某交通肇事致人死亡

过程中 ! 针对发现的管理和制度

漏洞
.

向该区车辆管理服务中心和

主管单位洮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书 $ 该区住

建局和车辆管理服务中心接到检

察建议后积极采纳 ! 并进行了认

真整改$

!冯润泉 李默然"

滕州 山东省滕州市检察

院近日在该市职工维权中心设立

检察联络室! 建立定期协商机制!

专为职工民事诉讼% 劳资纠纷%仲

裁等事项提供法律帮助!推动检察

机关支持起诉工作有效发展$联络

室自设立以来!共接待职工法律咨

询
#!

人次! 发现支持起诉线索
"'

余件$

!张涛 孙永"

岐山 陕西省岐山县检察

院近日在该院局域网设立了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网上资料

库$该资料库收集了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等领导关于

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讲话以及相关

评论员文章!还集录了大量的视频%

图片资料! 并开设了在线学习交流

平台!受到该院干警一致好评$

!白文渊"

六安金安 安徽省六

安市金安区检察院近日开展&预防

职务犯罪进乡村 #活动 $该院派驻

示范园区检察室干警逐一走访了

园区所在镇的
%(

个村! 对村两委

成员以案释法 ! 开展预防警示教

育!并向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征求意

见建议!受到群众的高度肯定$

!王涛 杨白辉"

长乐 福建省长乐市检察

院日前与福建江夏学院法学院举

行检校共建签约仪式!福建江夏学

院法学院院长等领导%教授出席仪

式$检校双方就开设 &检察官大课

堂#%加强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探

索人才培养互助模式等签署了共

建协议 !并共同为 &福建江夏学院

法学院教研实践基地#揭牌$

!周国勇 高永秀"

柏乡 今年以来!河北省柏

乡县检察院推行&检察工作日志#动

态管理制度! 要求干警将当天的工

作进展%工作创新思路%学习心得或

体会等记录下来! 同时要求科室负

责人每月对照工作计划和工作开展

情况进行小结! 每季度进行全面分

析!总结经验!查找不足$

!李记岭 武会中"

榆中 甘肃省榆中县检察

院涉检信访案件风险评估小组近

日对该院办理的可能引发涉检信

访案件进行风险评估!对可能产生

信访后果的案件评定风险等级!并

按等级提出相应息诉工作预案$近

年来!该院不断完善和深化涉检信

访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增强了化解

矛盾的主动性和预见性$

,

陈元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