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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岐山县检察院检察长李劲峰

应邀来到位于该县的国有大型

企业"""陕汽总厂 ! 为该厂

"$$

余名中层以上干部作了题

为#坚守廉洁底线$助推国企发

展%的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报告&

李劲峰列举了近期发生在国有

大中型企业的腐败案例! 深入

剖析了发生腐败的原因! 揭示

了'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道

理!教育这些干部洁身自好!自

觉远离腐败&

!白文渊"

南宫 近日!河北省南

宫市检察院以廉政提醒方式!

借用三个平台对干警进行提

示!实现了廉政教育多角度$常

态化&一是专栏提醒!即利用机

关院内醒目的宣传专栏开展廉

政宣传! 使廉洁从检成为每日

上班前的第一视觉刺激& 二是

上网提醒! 即在检察内网醒目

位置设立廉政专栏! 公布廉政

工作的最新动态& 三是短信提

醒! 即向干警手机发送廉政短

信息!时刻提醒!警钟长鸣&

!张立宏 郭元兵"

赣榆 江苏省赣榆县

检察院近日与该县移动公司签

订了关于建立加强全县党员干

部廉政短信平台的合作协议!

约定由该县移动公司每月将检

察机关的法制宣传教育内容定

期发送到全县
#"$$

余名副科

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手机中&通

过发送廉政短信的形式! 增强

党员干部的廉洁从政意识&

!成强 刘伟 王伟"

庄浪 近日!甘肃省庄

浪县检察院向该县县委呈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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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惩治和预防职务犯

罪综合报告% 获得县委书记陈

铎的充分肯定& 陈铎批示*+综

合报告针对性强!措施实&转发

重点部门!抓好源头防范教育!

努力为全县改革发展稳定提供

良好的法治环境&(日前!这份

综合报告已经转发全县各重点

部门!取得了良好的预防效果&

!柳滨"

南阳卧龙 河南省

南阳市卧龙区检察院依据法

制教育计划安排!于近日派出

该院预防部门检察官!给正在

区委党校参加培训的
#$$

余

名科级干部作了预防职务犯

罪法制讲座 &今年以来 !该院

以党校为平台!将职务犯罪警

示教育纳入党校课程!作为村

以上干部的必修课$ 重点课!

用法制警钟提醒干部清正履

职$廉洁从政&

!胡建华 杨亚丽"

建始 近日 !湖北省建

始县委副书记$县长向红林在

该县检察院撰写的)惩治和预

防职务犯罪现状及对策%上签

署意见!要求各乡镇和县直部

门仔细研读 !深入分析 !加强

对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的动

态监管!减少和遏制职务犯罪

发生&同时!该县还将预防职务

犯罪工作纳入全县绩效目标考

核! 力促社会化大预防格局的

形成&

!曾德斌"

宁晋 今年以来 !河北

省宁晋县检察院突出工作重

点!努力实现预防职务犯罪效

果最大化& 该院对
#&

个招标

工程项目进行了行贿档案查

询! 对
#"

个招标工程派员监

督,对投资较大的
%

个项目进

行了重点预防,对农机补贴领

域开展了预防调查!提出检察

建议
'

件,对重点部门开展警

示教育活动
"

次!开展预防咨

询
!

次&

!马丽红 商利钊"

泉州泉港 日 前 !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检察院

检察官给在该区党校参加优

秀年轻干部素质提升专题培

训班的
($

余名学员上了一堂

廉政教育课& 检察官用正面典

型鼓励学员积极进取!用反面

教材为学员打好+预防针(& 这

是该院与当地党委组织部门$

党校协商合作!推动预防职务

犯罪教育进党校 ! 从源头上

建立反腐倡廉教育长效机制

的有益尝试&

!连颖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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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振兴
!

月
"#

日!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检察院汤

池检察室以+情系农民$检农一家(

为主题!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检察

室干警通过摆放农村土地政策宣

传展板$发放职务犯罪资料$解答

群众咨询等多种形式!加强检民互

动! 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和评议!

并向农民发放检民联系卡&

!高栩"

清河
!

月
"$

日!河北省

清河县检察院开展暂予监外执行

专项检察活动!与该县法院$公安

局和司法局建立了信息互通平台!

通过调阅档案$ 设立检察信箱$发

送检察建议等形式!及时对执行机

关进行监督!将发现的职务犯罪线

索及时移送自侦部门!严查司法腐

败行为&

!王双超"

长治郊区
!

月
#&

日!山西省长治市郊区检察院干警

到该区第一中学!举办主题为+花

样年华!且行且珍惜( 的法制宣传

知识讲座& 检察官以警示$ 预防

青少年犯罪为主旨! 从青少年犯

罪的特点$ 原因$ 如何远离不法

侵害等方面进行详细讲解! 并结

合具体案例! 耐心解答了学生们

的现场提问&

!杨亚云"

鄂尔多斯东胜 内

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检

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局近日在该院

内网设立了+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

育专栏(!定期刊登典型案例$廉政

漫画$公益广告$格言警句等!引导

全体干警廉洁从检&这是该院开展

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又一项创新

举措!将在全区范围内推广&

!王翠萍 杨燕"

松溪 福建省松溪县检察

院近日举行首例民事监督案件公

开听证会!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及该院人民监督员$执法执纪监

督员等参加旁听&经过双方当事人

的举证$质证及检察人员的评审等

程序!检察机关对案件事实以及法

院民事诉讼活动是否符合法律规

定有了进一步判断!为案件的办理

提供了参考&

!杨德才 彭华"

蓬溪 四川省蓬溪县检察

院近日建立了办案风险评估机制!

将案件划分为高$较高$中$低四个

风险等级!重点对拘传$逮捕等环

节进行风险评估! 制定安全预案!

同时结合案前$案中安全提醒和案

后案件质量检查制度!以确保安全

办案零事故&

!陈运刚"

太白 陕西省太白县检察

院近日与该县公安局联合制订了

)刑事案件移送及受理审查细则%&

)细则% 细化了刑事案件受理的条

件$标准及程序!进一步规范了公

安机关刑事案件移送及检察机关

受理审查工作!将有效节约司法资

源!提高诉讼效率&

!唐小岗"

舒城 安徽省舒城县检察

院预防科长近日为该县民政系统

全体干部职工上了一堂主题为+远

离犯罪!服务民生(的廉政教育专

题课&该科长针对民政部门在抗震

救灾$发放低保资金等工作中存在

的职务犯罪隐患!以案说法!详细

剖析!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职务犯罪

预防对策&

!彭峥嵘"

田阳 广西壮族自治区田

阳县检察院未检组干警近日联合

该县法院干警! 为
%$

名大学生自

愿者作有关未成年人法律知识培

训& 这
%$

名大学生自愿者将在妇

联或学校的委派下!成为未成年犯

罪嫌疑人的合适成年人!在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被讯问而其法定监护

人无法到场的情况下!为未成年犯

罪嫌疑人+保驾护航(&

!宋立辉"

寻乌 江西省寻乌县检察

院日前开展涉检信访案件评查活

动& 该院专门成立了案件质量评

查小组! 将
"$##

年以来办理的社

会关注度高$ 群众反响强烈的案

件作为评查重点! 并将涉及重复

访 $非正常访 $越级访 $结案不息

访的涉检信访案件全部列入评查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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