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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山东省宁津县检察院举办廉政文化书法笔会!将传统

书法艺术与先进廉政文化相结合!充分发挥干警的才艺!围绕自创的

"廉洁从检#格言警句进行书法创作!在挥毫泼墨间!品味廉政文化精

髓$感受传统艺术魅力%该院借助这种文化形式让干警从内心深处领

悟廉洁自律的真谛%

本报记者卢金增 通讯员董海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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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能让贪官变少……
重庆市九龙坡区检察院以文化优势打造预防亮点

在重庆市九龙坡区!"走马

观花#不只是一个成语故事!它

还是当地党委$ 政府和预防部

门着力打造的一张集浓郁廉政

文化和旅游文化于一体的古镇

名片%

位于九龙坡区的走马镇 !

因地形似奔马!故名&走马岗#%

又因属三区县交界之地! 人员

往来频繁! 镇上一到傍晚就很

热闹 !人们在茶馆 $里弄 &摆龙

门阵#讲故事说趣闻!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风情文化% 该镇廉政

文化亦底蕴深厚! 诸多民间故

事流传甚广! 因 &走马民间故

事# 等传统文化获评重庆市故

事基地%

鉴于走马镇得天独厚的地

域特点$人文特色和文化优势!

近年来! 九龙坡区检察院充分

发挥预防职能! 围绕走马镇传

统民间故事! 挖掘廉政预防素

材! 着力打造具有检察特色的

预防文化亮点和品牌! 演绎了

一个个预防故事%

预防新理念

走马镇拥有成渝古驿道 $

关帝庙$古戏台$文昌宫等多处

独具特色的文物古迹% 走马驿

道建筑文化$戏曲文化$人文文

化氛围浓厚!拥有&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中国曲艺之乡#两

块国家级招牌! 是距重庆主城

中心最近的$ 具有独特驿道历

史文化的古镇%

$%"$

年! 九龙坡区准备将

走马镇打造为重庆独一无二的

驿道风情文化古镇! 同时打造

成重庆唯一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驿道文化风貌示范区% 该区检

察院预防部门与区预防职务犯

罪领导小组抓住这一有利时

机!积极与相关部门配合!将预

防职务犯罪的理念及时宣传并

使其融入地方建设发展大局之

中!在地方党委$政府打造古镇

建设的同时!同步开展预防!将

预防理念蕴含在走马古镇驿道

的开发中%

检察官通过口口相传的富

有廉政哲理的走马传统民间故

事! 充分借助古戏台$ 关帝庙

会$严正石碑等驿道传统文化!

创建具有检察特色的廉政预防

文化! 着力打造走马镇预防文

化亮点! 力求把该镇打造成全

区$ 全市乃至全国知名的廉政

文化教育基地%

反腐故事会

&各位看官!今天我讲一个

古代贪官受辱的故事%#一场饱

含深意的&反腐故事会#在走马

镇关帝庙广场前开讲%

&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

任何腐败都逃不过咱们的眼

睛!预防腐败也要大家来参与!

大家说是不是'#穿着长马褂的

民间艺人在故事结尾时一声洪

亮地设问%

&对头(反腐败大家都要支

持()广场上听得津津有味的人

们大声回应!气氛热烈%

这是今年
&

月
$'

日!九龙

坡区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进村

镇活动现场! 活动高潮就出现

在民间故事大王讲述的一个个

古今廉政故事%

走马镇每年举行关帝庙会

的时候!该院都会结合当地"中

国曲艺之乡)的特点!以农村群

众最喜闻乐见的故事会方式 !

进行 "深入反腐败! 大家来预

防) 为主题的预防职务犯罪进

乡村活动%

走马民间文学事业在
$%%!

年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承

认和高度赞许% 该镇目前拥有

故事家群体
&(!

人! 拥有
)

名

国家级$

"%

名市级"民间故事讲

述家)! 以及多名区级讲述家%

$%"$

年! 结合走马镇民间故事

的推广宣传! 该区检察院预防

部门联手相关单位! 积极开展

"走马廉政故事)讲述活动%该院

相继在关帝庙举行 "反腐故事

会)!在走马中心小学组织"廉政

故事大赛)! 同时利用镇村赶场

等村民集中的日子!在走马镇古

街武庙戏楼!邀请部分重庆廉政

故事大王$

"%

名走马镇民间艺

人以及
$!

名小学学生! 讲述古

今中外廉政$勤政故事!特别是

讲身边的廉政$勤政故事!既丰

富了百姓业余生活!也广泛传播

了廉政和预防文化%

"*反腐故事会+ 正在成为

一张倡廉名片%#该院预防检察

官自豪地说%

预防故事书

&我是个农民! 今年
*+

岁

了!从小就爱听爷爷讲故事!到

)$

岁时! 开始给小伙伴讲走马

的民间故事% 如果讲故事能让

贪官变少! 我很愿意配合检察

院讲廉政故事%#说这话的老人

叫陈远扬!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 和走马民间故

事讲述家%

$,)&

年
&

月
-

日!陈

远扬老人向检察官表达了自己

的愿望%

$%)$

年以来! 该院预防部

门坚持与区预防职务犯罪领导

小组$走马镇党委配合!根据走

马镇民间故事收集整理情况 !

发动镇文化工作站! 联合编纂

出版了,走马廉政故事-系列图

书!在保护$宣传走马民间故事

传统文化的同时! 扩大了廉政

文化和预防文化的影响力%

该院预防部门检察官介绍!

截至目前!全镇已搜集民间故事

目录
)%')+

则 ! 已采录故事

'*).

则.搜集民间歌谣
&,,,

余

首!谚语
.,,,

多条!歇后语$俗

语
.,,,

多条% 同时整理录音磁

带
.*,

盒!记录各类文字资料近

*,,

万字%现在!已出版,魏显德

民间故事集 -$,走马龙门阵 -$

,少儿版民间故事集-各一本%

廉政登山道

走马镇起始于宋! 至明清

而兴盛!清末达到极盛!是巴蜀

之间客货运输必经地$ 行帮的

驿站$旅客和轿夫歇脚之地%走

马古镇遗留的众多古驿道遗

址! 成为这条古驿道昔日繁荣

最有力的见证%

清朝时候!走马有个姓朱的

知县!清正廉洁!造福一方!深受

百姓爱戴%他去世后!百姓自发

地在古镇驿道边为他立了一块

&严正宽平)的石碑%如今!这块

石碑仍在原地耸立!成了廉政勤

政建设的一个例子%沿途石板路

基本完好!风景优美!是走马镇

群众的登山健身活动步道%

该区检察院预防部门 $区

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高度重

视对这一充满廉政预防传统文

化元素的挖掘!

$,)$

年!他们与

区政府密切配合!围绕&严正宽

平 )石碑 !结合驿道其他景观 !

突出廉政$勤政主题!挖掘石碑

立碑典故及民间流传的 &做官

为民 $清正廉洁 )的思想内涵 !

全力打造廉政登山步道! 拓展

预防文化%

该步道以走马镇女子监狱

旁的健康步道为起点!到&严正

宽平) 石碑为止! 全长约
),,,

米! 项目终点处修建参观讲解

小广场
)+,

平方米! 广场总面

积
)&+,

平方米%步道景观内容

围绕廉政勤政展开! 尽量选择

走马特色的故事进行延伸表

现! 如 &耿巴县三访粑粑店)$

&六尺岗的来历)等%

据悉! 这条正在修建的步

道将被打造为一个集休闲健

身$ 廉政预防教育为一体的特

色景点! 将景观与教育有机结

合!能使人在游览$健身活动中

获得有益的思想启迪和教育%

忏悔人!秦勤

原任职务!四川科技馆馆长!兼任下属企业成都正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成都东云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成都鹤鸣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触犯罪名!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

判决结果!

$,,'

年
))

月
$,

日!被成都市中级法院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犯罪事实!秦勤利用担任四川省展览馆&现为四川科技馆'馆长的职务便利!贪污公款
)$&/-

万余元!受

贿
$*

万元!挪用公款
-%%

万元供他人炒股!挪用公款
)%%

万元进行营利活动%

新闻背景!这是秦勤在侦查阶段所写的自我反思和剖析%

“双赢多赢”就是一个幌子，我只考虑自己有“搞头”。如今我明白了，是———

名利思想让自己摔了个大跟头

处心积虑"钻#漏洞

刚到四川省展览馆工作的前

几年!我各方面都还比较谨慎!大

小事都和其他领导商量% 但随着

从事经营中和形形色色的"三老(

!老板"老外 "老乡 #们开始交往

后!他们)金钱至上(的价值观时

时刻刻影响着我! 我不自觉地放

松了在政治思想上的学习! 放松

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渐渐地!我

把追求物质利益放在了第一位%

特别是看到 "三老 (大把赚

钱 ! 想到自己大小也是 "一把

手(!手里掌握着不小的资金!于

是心理不平衡起来!也就有了攀

比心理!开始和 "三老 (比经济 $

比权力 $比生活 !肆无忌惮地享

受起"老板(派头%

在和他们的密切交往中!我

看到了公司股份股权的作用!意

识到资金运作的获利潜力极大!

打起了展览馆账上资金的主意%

但由于展览馆是国有事业单位!

体制机制比较规范!不能随心所

欲!纪律和要求成了我当"老板(

的大障碍 %为此 !我处心积虑地

设法摆脱国有资产管理机制的

束缚!违规将四川省展览馆非经

营性资产
)

亿余元转为经营性

资产!开始不断地成立和组建各

种各样的公司!先后投资成立了

成都正方公司等
)-

家控股 $参

股企业 !为自己找到了一条 "绕

开展览馆! 通过公司挣钱谋利(

的生财之道%

此外!我还私自投入单位资

金炒股或借款给他人炒股等!让

自己获利%

官商勾结谋"双赢$

在和"三老(的频繁交往中!

老板们提出和我互助合作! 实现

所谓的"双赢多赢(%其实我心里

明白! 老板们盯上的是省展览馆

的国有资金和省直机关直属事业

单位这块"金字招牌(%此时的我

已是满脑子"生意经(!沉浸在"老

板梦(中!什么党的纪律$国家的

政策规定!全然不顾!只顾按自己

个人的想法行事%现在回想起来!

所谓的"双赢多赢(就是一个"幌

子(!只考虑了自己有"搞头(!全

然不顾及国有资产安全%

在实际工作中!展览馆的日

常经营大部分都是自主经营%随

着展览馆的不断发展!新增加了

不少现金资产%由于思想上的错

误认识!我理所当然地将这些新

增现金资产片面地错误理解为

是展览馆"挣(出来的资产!认为

在保值增值的大前提下!可以任

由管理层处置和处理% 所以!当

一熟识的老板介绍热缩厂可以

入股赚高额红利时!我对能挣到

差额利息很有兴趣!于是利用手

中可以调动资金的权力!采取东

挪西拼$反复倒账的手段掩人耳

目 !拆解资金入股 !挣到了第一

份红利%

尝到甜头的我自此一发不

可收拾!先后参股了多个项目并

挣到了红利 %每次别人给我 "红

利 (的时候 !我都认为这是 "双

赢 (战略带来的好处 !也就愉快

地笑纳了 %然后 !我又将资金投

到新的项目中增值 $升值 %通过

不断地折腾!前后共获得展览馆

入股$其他公司分红款等"红利(

)$&/-

万余元% 我认为这钱是我

的聪明才智挣出来的!属于借鸡

下的"蛋(!所以毫不犹豫地据为

了己有%

权力无约束的快感

在四面开花 "多赢共赢(合

作的同时!我也担心单位职工会

说三道四 %为此 !我想到了把职

工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捆绑在

一起!这样一来!"谁也不会说谁

的闲话(%为此!我利用改建科技

馆的契机! 决定组建正方公司!

以展览馆的名义借款给职工个

人入股!并逐渐将其中的股份转

化为个人股份% 道理很简单!不

管今后展览馆或者科技馆体制$

机制如何!大家都能在正方公司

得到好处 %同时 !我还给其他领

导以股份等利益好处!以换取他

们对自己的支持!在主要决策大

事上形成了"一言堂(%

摆平了单位的"眼睛(!我充

分享受到了权力无约束的快感%

我利用公司形成一套班子$数个

牌子!什么牌子好就使用什么牌

子!越来越将组织赋予的经营管

理权当成个人谋取名利的经济

资源 %因此 !当老乡何某游说我

出资共享分红时! 我利令智昏!

居然将钱借给了毫无实力的皮

包公司!将数百万元国有资产寄

托在对何某的个人信任上!完全

没有顾及国有资产的安全!以致

最后连本金都无法收回%

事情曝光后 ! 我一直在反

思! 为什么我成了腐败分子*归

纳起来主要是三点+一是党性修

养差!忘记和忽视了党的纪律和

政策法规, 二是党性原则弱!私

欲不断地膨胀和加重,三是名利

思想严重!将国有资产经营和管

理当成了捞取名利的资源!最终

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和损失!自

己也摔了个大跟头%

真诚地希望其他的国有资

产管理者能以我为戒!切实当好

国有资产)守护人(!切勿重蹈我

的覆辙%

%更多贪官忏悔详见正义网

())*+,,---./01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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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詹成松 郭丽

记者 刘德华 整理

镇平：16名纪委联络员“前移到村”
!

汪宇堂 李丰翠

近日!侵吞国家植物油倍增

计划补贴物资的村干部王某被

河南省镇平县检察院提起公诉!

该案的查处得益于该院在各乡

镇实施的农村职务犯罪预防联

络员制度%

今年以来 ! 该院聘请了
)!

个乡镇的纪委书记为农村职务

犯罪预防联络员 ! 由该院预防

部门与他们建立预防联动机制!

以构建涉农职务犯罪预防网络!

从源头上遏制农村干部职务犯

罪的发生%

农村职务犯罪预防联络员

的工作职责包括/对辖区的经济

活动和事务管理监督把关!了解

和掌握支农惠农政策在辖区的

贯彻执行情况! 发现有挤占$截

留等违法犯罪问题的!及时向检

察机关反映.协助检察机关开展

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等%

该院还把查办村民委员会

职务犯罪案件作为工作重点!对

在新农村建设中利用职务之便!

在道路建设 $ 引水工程 $ 征地

拆迁 $ 农业生产等重点工程建

设中以权谋私 $ 侵害群众利益

的职务犯罪案件 ! 及时查处 !

坚决惩治 % 同时深入分析职务

犯罪的发案特点和规律 ! 加强

预防对策研究! 及时提出建议!

帮助有关行业 $单位 $农村完善

管理制度!防止和减少村级职务

犯罪案件发生%

!

本报记者 沈 义

通讯员 邱 晋

TESEYUFANG
特色预防

赤峰元宝山：
为教育工作者开讲堂
!

本报记者 其其格 范德银

通讯员 崔 友 于海飞

!

月
)*

日!内蒙古自治区赤

峰市元宝山区
)%%

多名校长$副

校长和区教育局部分机关干部

走进该区检察院廉政教育讲堂!

接受廉政教育%

这些教育工作者先到该院

廉政教育基地接受警示教育!然

后听取了该院检察长王占军的

专题讲座%王占军从近年来发生

在校园的典型腐败案入手!深入

剖析了校园腐败案的原因 $形

式 $危害 !告诫大家珍惜自己的

岗位 !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

观$幸福观!算好人生七笔账%

据介绍!此次活动是元宝山

区 &灵魂
)%%%

)廉政教育的一项

重要内容!这项工程旨在让全区

千名党员干部分批次接受教育!

目前已经进行了
+

批%

临高：
保廉洁专题培训基层干部
!

本报记者 李轩甫

通讯员 韩亮 吴丹枫

近日!海南省临高县检察院

根据县委部署安排! 对全县
&%%

余名基层党组织干部进行了预

防职务犯罪专题培训%此次培训

是深入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的重大举措%

该院检察长吴聿名对开展基

层党组织预防职务犯罪的必要

性$ 取得的成果和下一步采取的

措施进行了讲解%吴聿名指出!经

济发展促进了利益格局的多元

化! 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方式方法

也应随之改变! 不可沿用老做法

解决新问题而触犯法律. 基层党

组织书记应全心全意服务群众!

保持自身的清正廉洁%

昆明西山：
给监管民警上警示课
!

本报记者 何 斌
贝

通讯员 宁德山

为增强监管民警的拒腐防

变意识!促进监管场所执法规范

化建设 !日前 !应云南省昆明市

西山区看守所邀请!西山区检察

院副检察长丁志忠为看守所全

体监管民警上了一堂生动的法

制教育课%

丁志忠结合近几年发生在监

管场所的典型案例! 围绕当前预

防职务犯罪的现状$ 发生职务犯

罪的原因! 尤其是看守所监管领

域的薄弱环节和多发犯罪! 给民

警们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授!提

醒监管民警牢记职责! 做一名政

治上靠得住$工作上顶得上$作风

上过得硬的执法者% 西山区看守

所所长段宗清表示! 这堂法制课

是一堂严肃的警示教育课! 我们

一定高度重视!严格规范执法%

怀宁：预防宣传进入“微时代”
!

本报记者 吴贻伙

通讯员 周小友

&通过微信平台可以直接向

检察机关咨询法律知识! 及时了

解检察工作动态! 实在是太方便

了%)一名微友在&怀宁检察微预

防)上留下了这样一段语音短信%

这名微友留言的&怀宁检察

微预防)! 是安徽省怀宁县检察

院刚刚开通运行的官方微信平

台 %此前 !该院已经相继推出了

00

举报平台和官方微博平台%

三个&微平台)的开通运行!标志

着该院的预防职务犯罪宣传工

作全面进入&微时代)%

据了解!该微信平台设置了

微关注 $微对策 $微讲堂等特色

栏目!通过文字$图片$语音和视

频等形式! 以每周两期的频率!

向社会各界发布检察动态!解读

法律法规 !宣传检察职能 !传播

法治新闻! 开展预防宣传等%此

外 ! 该平台还可以接受群众控

告$申诉$预约举报接待$法律咨

询等服务%

为保证微信公众平台的规

范运行!该院专门制定了微信管

理办法!指定专人担任微信管理

员! 负责日常维护管理工作!及

时处置网民各类诉求!切实做到

全方位$零距离地实现与微友们

的沟通互动%

从
!

月
)%

日正式开通运行

至今!该院已通过微信接受群众

咨询
+%

余次!受理举报$申诉
.

次 ! 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

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通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我们深感搭建微信公

众平台!可以进一步拉近与群众的

距离!有利于加强检民联动!对于

增强预防职务犯罪的效果$提高检

察工作的透明度也大有裨益%)该

院检察长欧阳水根如是说%

民间艺术家在走马镇做廉政剪纸表演

齐齐哈尔：宣传预防“搭台唱戏”
!

本报记者 谭玉君 韩 兵

通讯员 袁志明 王志军

近年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

市检察院预防宣传教育活动始

终集趣味性 $娱乐性 $教育性于

一身! 通过借助外部宣传媒体$

发挥自身预防优势$引领社会教

育的方法!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社

会化预防作用%

&你搭台我唱戏)%充分利用

广播$电视$网络和报纸等媒体!

将预防工作成果体现和展示在

各类媒体中%如该院将全市两级

检察院制作的
.*

套廉政短片 $

廉政海报上传到网络!并在大型

123

广告屏上连续播放.克东县

检察院将廉政短片在电视上播

放 !受到好评 .建华区检察院在

全市最大的露天广场组织的&法

治艺术节)上表演预防职务犯罪

&三句半)!节目生动$内容新颖!

收到了较好的警示教育效果%

&我搭台你唱戏)%积极开展

&送法进县 &区 '$机关 )活动 !在

各系统&行业'$单位开展大规模

警示宣传教育 !深受好评 %各系

统&行业'$单位还积极邀请检察

机关讲课%该院预防处检察官为

梅里斯区工商局等单位作了专

题预防职务犯罪讲座!该区工商

局以此为契机 !开展了 &遵纪守

法!爱岗敬业)主题教育活动!检

察机关的警示教育平台起到了

抛砖引玉的作用%

&我搭台我唱戏)%充分利用

预防警示宣传教育的优势!自行

制作流动宣传图板! 深入乡镇$

社区和学校进行宣传% 几年来!

该院先后购置了工程预防宣传$

涉农惠民宣传等挂图以及全市

各基层院制作的图板
)*

套
$-,

余张%该院还结合近几年查处的

职务犯罪案件情况! 制作了
$,

块图板在市中心广场展览.龙江

县检察院建立了占地
*,,

平方

米的警示教育基地!基地制作了

各类图板
*,

块! 先后有
$

万人

接受警示教育 % 富裕县检察院

制作了
)!

块便携式预防职务犯

罪宣传板 ! 与控申 $ 民行走乡

村 $ 进社区 $ 到学校 ! 宣传检

察机关的反腐败工作成果 $ 警

示腐败带来的危害和开展预防

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