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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岐山县检察院组织该县

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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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名干部职工到

该院警示教育基地接受警示

教育"在组织他们参观警示教

育基地# 观看廉政教育短片

后!该院检察长李劲峰结合典

型案例!给他们作了专题预防

职务犯罪法制讲座"他深入分

析了交通建设领域职务犯罪

的发案规律和特点!提出了有

针对性的预防对策和建议"

!白文渊"

兵团第四师 近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

检察分院检察官为该师电力

公司
$&%

名党员干部举办了

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讲座"

检察官以案释法!深入浅出地

讲述了贪污#贿赂#渎职等常

见职务犯罪的基础知识!系统

分析了当前电力系统职务犯

罪的原因#特点及危害!并就

如何加强电力系统的职务犯

罪预防工作提出了建议"

!闫峰"

邯郸复兴 为更好

地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近

日!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检察

院调查#走访并收集了辖区各

机关# 企事业单位的基础信

息!构建了预防职务犯罪电子

信息数据库!实现了预防主体

和被预防单位之间的双向互

动!构建起了相关部门共同参

与预防的大预防格局"

!刘坤 谷亚东"

寿光 近日! 山东省

寿光市交通局组织
!%

余名党

员干部走进设在该市检察院

的廉政警示教育基地! 观看

了警示教育片! 和检察官现

场互动! 交流了预防工作中

遇到的问题和困惑" 参观人

员从一件件真实案例中受到

了启迪! 从一篇篇感人肺腑

的 $悔过书% 中领略到了人

生真谛"他们一致表示!要进

一步增强廉洁意识!时刻保持

警钟长鸣"

!卢金增 刘明福"

寿县 安徽省寿县检

察院近日派员现场监督该县

&%$'

年度小型工程建设项目

企业库征集工作 !

#%

家建筑

施工企业和
(

家监理企业通

过电子摇号方式成为企业库

成员"该院根据与该县招投标

管理局联合出台的$关于建立

工作联系制度开展预防共建

的若干意见%! 今年以来已经

参与各类重大工程库征集监

督
"

次! 预防咨询
$)!

次!行

贿犯罪档案查询
*)

次"

!郑永文"

东乡 甘肃省东乡县

检察院近日开展了廉政下乡#

民生工程专项预防等活动! 向

群众宣传预防职务犯罪的方法

和途径! 提高了群众的预防意

识和法律意识" 与此同时! 该

院还在各乡镇举办廉洁教育专

题培训班! 对全县村官进行定

点定期专题培训! 提高了村官

的防腐拒变能力! 也有效地保

护了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韩启文"

淅川 近日! 河南省

淅川县检察院开展了&创建廉

政文化!争当清廉干警'活动!

共向干警亲属征集了
$%%

余

条廉政亲情寄语"该院让干警

根据亲属寄语写出个人感受!

制作成桌牌放在办公桌上!让

亲情元素时刻督促干警常修

为政之德# 常思贪欲之害#常

怀律己之心"

!王克"

蔚县 河北省蔚县检

察院近日通过&

$&)

'工作法抓

廉政建设"&

$

'即一个基地!确

保每位干警到廉政教育基地

接受一次警示教育( &

&

' 即

两种监督! 通过设立检察干

警廉政监督台和从县人大 #

政协聘请检风检纪监督员不

断强化外部监督( &

)

' 即三

种方式! 通过大屏幕滚动播

放廉政警句# 走廊悬挂廉政

图片#下发廉政学习资料的方

式!引导干警不断增强廉洁意

识#宗旨意识"

!董玉宝 张巍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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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阳
!

月
&)

日!安徽省

涡阳县检察院组织干警深入乡镇

基层!反馈走访调研阶段意见#建

议落实情况" 该院干警先后深入

牌坊# 新兴等镇! 走访镇党政班

子#村两委成员#部分案件当事人

及信访人!反馈工作落实情况!并

发放了 &回头看 '意见表 !向群众

征求新的意见建议"

!樊军龙"

南平延平
!

月
&&

日!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检察院

组织生态资源检察科干警到该区

炉下镇田头村开展保护森林资源

法律宣传活动"通过讲法律#摆道

理!以案释法!检察官们及时制止

了该村一起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

犯罪活动"

!杨慧琼"

麟游 陕西省麟游县检

察院近日成立了以侦监# 公诉部

门牵头的办案矛盾化解组! 联合

监所部门干警# 乡村干部和司法

调解员!重点对邻里纠纷#家庭矛

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进行调

解" 通过对当事人释法析理和心

理疏导! 感化被告人积极做出经

济赔偿! 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和

解"

!张录芳 刘国才"

平罗 近日! 宁夏回族自

治区平罗县检察院邀请该县四大

班子领导#各乡镇党政一把手和机

关党员干部到该院廉政警示教育

基地参观学习"廉政警示教育基地

通过灯#光#电等新型科技手段!呈

现了预防职务犯罪图片展览#警示

教育片和近年来全国查办的典型

人物腐败事例! 旨在通过真实鲜

活#图文并貌的案例#图片为该县

党员干部筑起反腐堤坝"

!白天"

肃北 甘肃省肃北县检

察院检察长近日带领干警深入辖

区四个基层乡镇和边远牧区!全面

开展检察机关&走进群众#改进服

务#解决难题'系列活动"活动中!

该院将自制的蒙汉双语&检务十公

开'手册#普法宣传图册等资料发

放到群众手中!并为基层农村干部

群众上了法制宣讲专题辅导课"

!于军忠"

赫章 贵州省赫章县检

察院近日组织人民监督员#特约检

察员及案管办有关人员!集中力量

对
&%$)

年来该院办理的职务犯罪

案件和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开展

质量评查"通过评查!该院发现执

法办案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针

对性的措施! 以此来提升办案质

量"

!付健"

任丘 河北省任丘市检

察院
)%

名党员干部近日组成宣讲

组!来到该市北汉乡
$%

个村庄!就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

集中宣讲"宣讲组成员围绕群众路

线的深刻内涵#重大意义#主要任

务和总体要求!以及当前&三农'工

作形势等方面!采取会议和走访两

种形式进行宣讲"

!崔冬梅"

谷城 日前! 湖北省谷城

县检察院全体司法警察在该县武

警中队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封闭式

训练!重点强化了&擒敌拳'#捆绑#

队列等科目内容"通过训练!该院

法警大队展示了良好的精神风貌

和过硬的战斗技能!为迎接全省岗

位练兵考核验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严晓峰"

鞍山立山 近日!辽宁

省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实行了月

巡查制度!即每月派出两名业务骨

干!对公安机关的受案#立案#撤案

及采取强制措施等情况进行巡回

检察!及时纠正和解决不应立案而

立案和其他不规范问题!以避免案

件超过追诉期限#侦查行为违反相

关规定等现象的发生"

!李冰"

泗水 山东省泗水县检

察院近日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法制

宣传活动"该院派驻泗张检察室与

控申科等部门干警深入辖区镇街!

共同开展&送法下乡'法律宣传活

动!通过走访农户#商户!讲解与群

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并现

场接受法律咨询#发放宣传材料!

收到良好效果"

!魏春亮 孙兆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