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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陕西省岐山县检察院将该

院干警创作的
$%

余幅漫画在

县城和蔡家坡" 益店等中心镇

区集中展出!受到了群众欢迎#

这些漫画通过辛辣讽刺的画

面"寓意深刻的文字"发人深醒

的故事! 展现了党和国家惩治

腐败的坚强决心$ 这是该院创

新举报宣传周活动形式! 增强

预防职务犯罪宣传工作的实效

性和吸引力的又一举措$

!白文渊"

南阳宛城 日前!河

南省南阳市宛城区检察院在推

进征地拆迁领域的预防工作

中!采取%两重点&两保障&两支

撑&两手段'的工作模式!即以

规范权力&强化监督为重点!以

完善制度&落实政策为保障!以

%依法征收&廉洁拆迁'为支撑!

以执法问责&提升效能为手段!

逐步建立起了具有当地预防特

色& 符合区情的权力运行监督

制约和风险防控机制$

!殷亚南"

单县 山东省单县检

察院检察官近日分别到该县青

少年活动中心& 东城二中宿舍

楼& 省道
&'(

单县段升级改造

等工程施工现场! 开展职务犯

罪预防调查! 提供法律咨询服

务!以确保资金管理&物资采购

等环节在阳光下运行! 遏制职

务犯罪发生$ 他们还对工程建

设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进行预

防法制宣传! 为相关单位完善

预防管理机制&制度&措施和操

作流程提出了建议$

!冯秀兰 韩宇"

丰宁 河北省丰宁满

族自治县检察院将今年确定为

%预防职务犯罪警示宣教年'$

今年以来! 该院以警示教育基

地为载体! 利用检察开放日&

%五进' 活动以及下乡包村&调

研走访等多种形式对全县党员

干部加强预防警示教育$ 截至

目前!该院共开展法制讲座
)%

次!组织参观警示教育基地
"*

次 !

+$,%

余人次接受警示教

育$

!谢文平 张建国"

镇江京口 日前!江

苏省镇江市京口区检察院检察

官给镇江地方海事局
)%%

余名

工作人员作了安全事故背后的

渎职犯罪专题讲座$ 检察官结

合典型案例! 重点剖析了事故

型渎职犯罪的特点& 表现形式

及预防措施! 并发放了预防渎

职侵权犯罪宣传资料
"%%

余

份$

!王俊爽 马倩"

西昌铁检 连日来!

四川省西昌铁路运输检察院利

用暑期运输高峰! 在辖区内的

成昆铁路沿线火车站 !

"$

小

时滚动播放预防职务犯罪& 举

报宣传等以检察工作为主题的

公益宣传片! 让铁路职工和广

大旅客深切地感受到 %反腐在

身边' 和检务公开的力度$

!刘德华 方荔"

安阳北关 河南省

安阳市北关区检察院检察长近

日给新进干警开展廉政谈话$

检察长从加强学习 & 做好表

率& 敢于担当三个方面阐述了

作为一名年轻干警加强勤政廉

洁的重要意义! 要求年轻干警

加强检察业务知识的学习!尽

快适应本职工作! 同时把握好

人生坐标!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

想防线$

!苏清涛"

漳州 近日 ! 福建省

漳州市检察院专职检委会委员

张亚明应邀做客芝山讲坛! 给

广大市民上了一堂预防职务犯

罪法制教育课$ 张亚明从在湖

南衡阳贿选案中涉嫌玩忽职守

的湖南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

说起 ! 阐述了职务犯罪对国

家的严重危害 ( 从扁鹊见蔡

桓公的故事入手! 讲述了预防

职务犯罪的重要意义# 他还结

合自己的办案经验! 讲解了为

什么要预防职务犯罪! 防什么

以及怎么防的问题! 有效地提

升了市民对预防职务犯罪重要

性的认识#

!黄秀玲 陈荣辉"

汶川
!

月
"'

日!四川省

汶川县检察院在县城中心广场开

展%侦查监督工作宣传日'活动#该

院组织侦监&公诉&反贪&预防等部

门干警在广场设立宣传咨询点!悬

挂横幅标语!向过往群众宣传法制

常识!征集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意见

建议!并向他们讲解检察机关的侦

查监督职能等#

!肖帅 雍强"

务川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

自治县检察院近日与该县教育局&

共青团& 妇联等单位召开联席会

议!共同签订了)关于加强青少年

违法犯罪预防暨帮教工作的实施

意见*$今年以来!该院通过上法制

课"举办模拟法庭"开展案例大讨

论等形式!积极开展预防青少年违

法犯罪活动!增强了未成年在校学

生的守法意识$

!龚永刚"

随州曾都 湖北省随州

市曾都区检察院近日开展司法警察

岗位练兵活动$ 该院
'

名司法警察

在随州市武警支队教官的指导下!

进行了队列训练"体能训练"匕首操

演练等科目$ 在为期一周的岗位练

兵中! 参训司法警察严格遵守训练

纪律!积极主动!充分展现了司法警

察良好的业务素养和精神风貌$

!王磊 刘娟"

布尔津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布尔津县检察院近日组织全

体干警观看了警示教育片)贪婪者

的忏悔+++新时期职务犯罪九大

警示*$ 该片集中反映了部分党员

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典型案例!警

示干警提高廉洁自律意识!自觉抵

制腐败现象的侵蚀$

!贺涛"

临桂 广西壮族自治区临

桂县检察院近日建立涉法涉诉信

访执法办案风险评估机制!将矛盾

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该院聘任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律

师等社会人士作为第三方人员!参

与信访答复"听证!对信访答复的

合法"合理性进行评判!提出意见!

并为信访人提供法律咨询!开展释

法说理等工作$

!李胤 唐晓萍"

灌南 江苏省灌南县检察

院近日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该院

的公开答复举报人活动$ 活动中!

经举报人同意!在人民监督员和举

报人单位领导的见证下!该院职务

犯罪侦查预防局局长就依据举报

信息所查明的事实以及犯罪的构

成"法律的适用等问题向举报人进

行了详细说明$

!李佳杰"

沙县 福建省沙县检察院

近日与该县司法局联合下发了)关

于建立检调对接工作机制的实施

意见*! 聘请司法行政人员为检察

院调解员!借助司法部门人民调解

工作的优势!对当事人进行心理疏

导"提供法律援助!为被害人申请

救助基金!形成化解社会矛盾的合

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

陈茂青 吴凯"

康保 河北省康保县检察

院未检科近日办理了一起放火案!

针对刚满
(.

周岁的被告人张某!建

议法院采用%圆桌审判'$开庭时!审

判员和被告人坐在会议桌的两头!

检察官和辩护人" 法定代理人坐在

桌子两边! 营造出平等温馨的诉讼

环境$庭审结束前!控"辩"审三方共

同对张某进行了教育! 使其认识到

自己行为的危害性!张某当庭悔罪!

表示要重新做人!不再犯罪$

!韩建清 吕俊伟"

滁州琅琊 安徽省滁

州市琅琊区检察院近日开通廉政短

信平台! 创新形式开展反腐倡廉宣

传教育$ 该院在每周五和重要节日

前向全院干警发送廉政信息! 提醒

大家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自

觉抵制诱惑!不闯%红灯'!不触%高

压线'!做到防微杜渐"警钟长鸣$

!邓雪松"

安阳 河南省安阳县检察

院近日成立检查组!对自侦办案安

全工作开展专项检查$检查组成员

先后对办案工作区安全"电子设备

运行" 同步录音录像资料保存"办

案纪律执行等情况逐一进行检查!

并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提

出了具体整改意见$

!姜宝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