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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麻雀”让案后预防更有效
西安长安：案例分析报告成发案单位好参谋

本报讯
"

记者岳红革 通讯员翟濯
#

!这份案例分析报告" 既有

对犯罪发生的成因分析
#

也有对个人堕落的原因解剖" 还有消除风险

环节# 加强制度机制建设的具体措施$% 日前"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

某企业领导看过长安区检察院送来的 !案例分析报告% 后不停 !点

赞%$

"$%"

年以来" 该院在职务犯罪案后预防中推出 !一报告一建

议% 做法" 对于典型案件" 在向涉案单位发送检察建议书的同时"

附上一份案例分析报告" 使这份 !病情诊断书% 成为对检察建议的

解读和注释$

!这一做法缘于对一起串案的症因调查$% 该院副检察长荆建军

对记者说"

"$%"

年
&

月" 该院反贪局查办了辖区农业局和基层财

政所一起贪贿犯罪串案
#

该院预防部门调取了全部案件材料" 分析

发案原因& 作案方式& 案件特点" 查找发案单位在制度& 机制和管

理方面的漏洞" 撰写了系统深入的案件分析调查报告" 并据此提出

检察建议" 没想到报告发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发案单位及其上级

领导部门依据所列的问题" 一一整改" 收效明显$

!不使检察建议因简单而流于形式" 对问题有 '病理切片(& 有

具体的改进路线图" 自然有利于以后的落实工作$% 该院预防科科

长李健说" !从此" 我们把报告和建议捆绑的举措作为一个制度坚

持了下来$%

为提升预防部门 !解剖麻雀% 的能力
#

该院预防干警相继深入辖

区土地& 税务& 教育& 卫生等机关和金融等系统调研人员& 管理情

况
#

在撰写每份案件分析报告时都坚持 !三深入%) 深入案发单位&

深入案发岗位& 深入犯罪者的思想$ 两年多来
#

该院已对
%%

起在行

业& 系统有影响的案件制作了案例分析报告" 这些报告在预警教育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进一步推进了 !案例化预防% 这一特色工作$

,-$%

年
&

月
%

日 星期一

网址!

.//01 2 2 333)%&'4)&*+

!

!

人生百态
! !

社会冷暖
! !

身边故事
! !

法律解读

加工销售病死狗
贪心农民被判刑

明知病死狗肉危害身体健康"

仍利欲熏心加工销售 $近日 "经河

南省淮阳县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

人葛国印因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

全标准的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六个月"并处罚金
%'''

元$

葛国印是淮阳县农民"半辈子

以种地为生"自
"'%%

年以来"他在

农闲时买狗 "然后煮肉销售 "赚零

花钱贴补家用 $在买狗时 "不管是

活狗还是死狗"他都会买来煮肉销

售 $尤其是死狗 "买的时候价格明

显低于活狗"且煮熟的死狗肉可以

充当正常的狗肉销售"所以葛国印

更愿意收购死狗$

"'%(

年
%%

月"葛

国印刚刚将收购来的两条死因不

明的狗剥皮冷藏"还未来得及烹煮

便被公安机关在家中查获$

到案后"葛国印主动交代了其

多次收购 &加工 &出售病死狗的犯

罪事实$

#刘艳艳 张豪$

私种罂粟解病痛 糊涂老人犯了法
老汉听信鸦片膏能治病" 在明

知罂粟是毒品植物的情况下" 为熬

制鸦片膏治病" 在自家自留地里种

植罂粟$近日"经湖南省沅陵县检察

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张毛一因犯制

造毒品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

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

元$

张毛一系沅陵县荔溪乡村民 $

随着年纪日增" 张毛一身体出现多

种不适" 听别人说鸦片膏可以治病

解痛" 便萌生出了自己种植罂粟熬

制的念头$

"'%(

年
)

月" 他在自家

自留地里种植罂粟
%&''

株$

今年
&

月" 张毛一收割了成熟

的罂粟" 并将罂粟果用自家铁锅熬

制提炼成鸦片膏$ 案发后被公安机

关当场查获 " 缴获并扣押鸦片膏

%*&

克"新鲜罂粟果球
+%)

个"罂粟

植株
%&''

株 "经鉴定 "扣押的
%*&

克鸦片膏中检测出吗啡& 蒂巴因等

成分$

法院经审理认为 " 张毛一的

行为已构成制造毒品罪 " 因其作

案时已年满
*&

周岁" 且如实供述

自己的犯罪事实 " 遂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

#张清彦 颜丹 陈俊龙$

打
工
不
成
手
头
紧

铤
而
走
险
去
抢
劫

几个打工青年由于一直没有找到

合适的工作"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竟然

一起研究抢劫 $近日 "辽宁省鞍山市铁

东区检察院以涉嫌抢劫罪将刘铁 &张

北&高水
(

人依法提起公诉$

"'%(

年
%%

月
%&

日 " 辽宁省岫岩

县刘铁& 张北& 高水& 高某
!

人约定一起来鞍山市打

工$ 到鞍山后"

!

个人都没有找到工作" 已经身无分文

的
!

个人在一起研究抢劫别人" 先弄点钱花$ 同年
%%

月
%+

日
"'

时许"

!

人伺机作案时" 高某和他人因为没

钱吃饭问题打起了嘴仗" 一气之下先离开了$

(

人在客

运站小道突然发现一个
"'

多岁挎包的女子"

(

人赶紧

跟了上去$ 按照分工" 刘铁负责抢包" 高水和张北负

责阻挡女子" 在被害人大声呼喊下"

(

人分别朝不同方

向逃跑$ 而后"

(

人将抢来的
!!''

元坐地分赃$ 今年

(

月
%"

日" 铁东区检察院以涉嫌抢劫罪对
(

人批准逮

捕$

#姚晓滨$

吸毒生幻觉 纵火闯大祸
吸毒后产生幻觉" 在家中放火"

在民警和消防队员破门施救时"又爬

到邻居家中放火$日前"经江苏省靖

江市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陈宇峰

被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陈宇峰是靖江一公司负责人 "

时常与社会闲散人员混在一起吸食

毒品$去年
%"

月
"!

日晚
)

点左右
,

陈宇峰在办公室吸食冰毒$ 次日早

上
*

点
#

由于吸食毒品后让他产生

幻觉
#

感觉生命受到威胁
#

就开始在

家里用东西堵门
#

并点燃窗帘&枕头
#

而且还向楼下扔砸白酒等物品
#

同

时还对着窗口大喊)!救命啊" 救火

啊"煤气泄漏要爆炸啦*%

然而
#

就在消防人员强行入室

灭火时
#

陈宇峰又从阳台攀爬进入

邻居家
#

拉扯室内物品封堵房间"向

民警扔砸物品
#

并再次点燃纸巾+直

至警察强行入室将其抓获" 消防人

员才将火彻底扑灭+

据消防官兵介绍
#

陈宇峰在有

天然气管道# 房屋内有大量易燃物

品的高层公寓楼放火
#

其行为不仅

会使其自己房屋发生大火
#

也有可

能蔓延到其他住户家
#

甚至引发爆

炸+ #苏振东 蔡科臣$

醉酒驾车看朋友 车损人伤获刑罚
喝完酒后驾驶摩托车去医院看

望朋友" 结果不仅自己受伤住进了

医院"还被判刑+经安徽省宣城市宣

州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近日以

危险驾驶罪判处沐勇拘役三个月"

并处罚金
('''

元+

&%

岁的沐勇系宣城市宣州区

人+

"'%(

年
*

月
%+

日晚"沐勇与朋友

赵某聚餐+酒酣耳热之时"沐勇接到

电话得知另一朋友在医院住院+吃完

饭"沐勇醉酒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去

医院看望住院的朋友"当车行至医院

门前左转弯时"碰上迎面开来的巡逻

警车"造成本人受伤及两车受损+

事发后" 沐勇被民警送到医院

救治"并抽血检验+结果显示"沐勇

血液中酒精含量超标"属醉酒驾车+

#张志勇 皮艳华$

【清丰县检察院】

为“五失”未成年人撑起“法治绿荫”
本报讯%卢辰 杨柳$ 今年

&

月!河南省清丰县检察院制定"关

于为#五失$未成年人重点提供法治保障的实施意见%!加强对&失管'

失当'失控'失学'失足(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和法制教育!为他们撑

起&法治绿荫()针对#五失(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该院开展个

性化法制教育!设立
"'

个检察服务站!服务站站长兼任辖区中小学

校法制副校长!利用微博'

--

'校讯通等新媒体!提供法律咨询!与

家长'老师和未成年人在线沟通交流*目前!该院已发送法律知识+典

型案例
"+

条,件-!提供法律咨询
"*'

余人次*

【藤县检察院】

检察职能宣传实现行政村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邓铁军 通讯员孙钧杰$ 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

藤县检察院针对一些群众对检察机关职能了解不多的情况! 专门组

织印制了
(''

份检察职能宣传板报!并发送到全县
%*

个乡镇
"+'

多

个行政村张贴!首次实现检察职能宣传对所有行政村的覆盖*该板报

主要介绍检察机关反贪'反渎'侦监'公诉等部门的职能'近年执法办

案和队伍建设工作取得的业绩以及查办的职务犯罪典型案例! 并以

问答形式对常见法律知识问题进行宣传*

山东省茌平县检察院日前派员到县财政局%卫生局%交通局%交

警大队等多家单位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巡回宣讲活动! 受教育人数达

%'''

余人" 本报记者卢金增 通讯员张长柱 白林民摄

【重庆市巴南区检察院】

开展征文活动促干警廉洁执法
本报讯"记者沈义 通讯员杨用$ 重庆市巴南区检察院近日开

展#执法为民'廉洁从检(为主题的征文比赛活动!活动以学习"重庆

市检察人员违纪违法案例选编%为基础!动员和组织全院干警积极参

与!在全院营造浓郁的#学廉'知廉'守廉(廉政文化氛围!促进干警公

正廉洁执法*该院对干警的征文进行评选后!已将优秀作品选送上级

检察机关*

*

月
(%

日上午!吉林省长春市检察院干警走访慰问了驻地部队!

向部队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并现场为士兵们解答常见的法律问题"

本报记者秦洪祥 通讯员刘世和摄

"上接第一版$直到写下了一张
!"

万元

的欠条"在郭美美的助理!陪同%下回单

位取钱后"朱某方才脱身+此后"郭美美

多次指使吕某某找朱某追债" 扬言不

还钱就封朱某的单位+截至被拘留前"

朱某已先后还郭美美赌资
#$

万元+

!我感觉她特别恶"不择手段"以

赌博的名义在诈骗"这个亏在我人生

中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朱某说"

!我觉得北京公安机关的处理是对

的"清除得很及时"要不然还有更多

的人要受害+%

&

,)5

亿赌债'属虚假炒作

以&商演(为名从事性交易

事实上"郭美美曾在网上炫耀自

己豪赌"称自己!输大了%+就在涉赌

被拘的前不久"她还曝出了另一则惊

人的消息,,,

有微博网友称"郭美美在澳门赌

博欠下
"./

亿元赌债"随后又赴澳门

还款" 其资料随即从追债网上删除+

该微博称"郭美美找到了新!靠山%"

替她还清了近半数欠款"所以才暂时

得以脱身+ 郭美美本人转发了微博"

留下!汗%的表情+

然而"警方查明"这是一条精心

炮制的虚假新闻+

郭美美供述"她在澳门赌博时认

识了某赌博网站负责人杰某 &澳门

人$" 杰某提出借郭美美之名进行虚

假炒作" 以提高该网站的知名度"两

人一拍即合+作为酬谢"杰某向郭美

美提供
!%

万元的筹码供其赌博+

!郭美美从澳门回来说" 过一段

时间会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出来"说她

在澳门赌钱"欠了很多钱"其实没欠

很多钱"只是帮朋友的网站增加点击

率+%吕某某说+不久"杰某赌博网站

发出 !郭美美在澳门赌博输
&'(

亿%

的惊人新闻"被各大网站争相转载+

!当时我正在办银行贷款买房

子"因为这个新闻影响到我在银行贷

款"所以新闻发了没过几天"我跟他

说快点撤掉这个消息"已经对我产生

负面影响"银行贷款都不让批了+%郭

美美供述+

郭美美供述"杰某认为如果贸然

删掉的话"媒体会说这是假的"对他们

网站的信誉造成影响+!过了一个多礼

拜"他们又发了一个假消息"说我找到

新靠山"帮我还了一半的赌债+%

这次" 杰某又向郭美美支付了

$%

万元"网络再次曝出!郭美美靠山

为其还赌债%的轰动性新闻"引起广

大网民的高度关注及对其所谓 !靠

山%的猜测+

郭美美还向警方供认"她签约南

方某演艺公司"公司安排她每年不少

于
)%

次的!夜场商演%"每次支付报

酬
)

万元" 这是自己的主要收入来

源 +但警方核查 "郭美美所谓的 !商

演%不足
&%

场"更多的却是借!商演%

为名从事性交易+

!郭美美通过网上联络# 熟人介

绍及主动搭讪等多种方式"多次与人

进行性交易" 每次的价码达数十万

元+%办案民警介绍+

据郭美美供述"

&%$*

年
+

月"在

收取对方
)

万元人民币定金后"郭美

美按约定从北京飞往广东"在某酒店

与揭阳一名男子见面" 又收了其
*%

万元港币后" 两人发生了性关系+郭

美美回到北京后" 该男子又汇给她

,,

万元人民币+

!她经常告诉我要去外地演出"

但我们到了当地后"接机的是陌生男

子"当晚她会与该男子开房"第二天

我为她收拾行李" 都会有成捆的现

金+% 吕某某供述"!郭美美的生活很

乱"经常带不同男人回家过夜"其中

外籍男子居多+有一段时间找不同的

男孩子" 还要我帮她数有多少个+中

国男子就专找有钱的+%

痛悔红会事件 !&我想

还红十字会一个清白(

人们想知道"这样一个价值观扭

曲#金钱至上的年轻女子"一条微博几

乎摧毁了一家百年慈善机构的信誉"

却能全身而退" 是否存在网络传言中

的!靠山%和!背景%-她所称的!干爹%

究竟是谁-到底有多大的!能量%-

经查明" 郭美美
,--,

年出生在

湖南益阳一个单亲家庭+其父有诈骗

前科"其母长期经营洗浴#桑拿#茶艺

等休闲服务"其大姨曾因涉嫌容留他

人卖淫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其舅舅

曾因贩毒被判刑+郭美美自幼随母亲

生活"

,--(

年起先后在广东深圳#湖

南益阳等地念书 "

&%%.

年
-

月至

/%%-

年
-

月花钱进入北京电影学院

表演系进修一年"毕业后与他人在北

京合租房屋"成为!北漂%一族"主要

靠承接小角色和母亲接济生活"直至

&%,%

年认识深圳商人王某+

王某 "男 "

!(

岁 "广东省深圳市

人"以参股方式投资房地产#基金等

领域"是郭美美
&%,,

年!红会炫富%

事件中的关键人物+ 因涉嫌刑事犯

罪" 王某于
+

月
&!

日被北京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

!

&%,%

年
.

月"我要朋友帮我介

绍个女孩玩玩" 朋友就介绍了郭美

美+郭美美从北京飞到深圳"我为她

安排了酒店"第二天我就跟她发生了

关系" 当时她向我要了
*

万块钱+那

以后"她想要钱了就会从北京飞到深

圳找我"我安排食宿并每次给她
)

万

块算是包养费+%王某供述+

!她要求我给她买一辆跑车"说

是生日礼物"不买就跟我断"后来我

给了她
&!%

万"让她自己买的车+%王

某承认"!她知道我有老婆孩子"图的

就是我的钱" 我看上的是她的年轻"

我们各有所图而已+%

郭美美供述称"她与王某一起的

时候"王某并不想她去拍戏#走演艺

圈+!他说你找点事情做比天天没事

情干强+%

!当时朋友翁某在北京收购了一

个叫中红博爱的公司"我投资
)%%

万

参了
,%0

股份+%王某供述"该公司正

与隶属于中国商业系统的中国商业

红十字会商洽开发 !中国博爱小站%

项目"即购买车辆免费为社区老人提

供医疗服务" 车辆喷涂 !红十字%标

识"以项目为名招揽广告赢利+

!有一次翁某跟我聊公司招人#

装修的事情"郭美美在旁边听到了就

说要应聘+后来她说要做
123

"当时

我不知道
123

是什么"就笑笑说你

做什么都行啦+%王某回忆+

郭美美说)!说完之后几天"我在

家玩微博的时候"突然想起他说的这

句话"出于一种虚荣心"挺无知的"并

不知道红十字会是一个这么庞大的

慈善机构..%

为增加炫耀资本"郭美美根据自

己的想象"把个人微博认证从!演员

歌手%更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

经理%"发布豪车&奢侈品等炫耀奢华

生活方式的照片"将与她本人&中红

博爱均无关系的中国红十字会推进

了舆论漩涡" 进而引发慈善信任危

机+这起重大的网络事件也导致!中

国博爱小站%项目流产"王某与郭美

美断绝了交往+

然而" 郭美美本人却一夜成名+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为掩盖被包养

事实" 她称王某是其 !干爹%+

!我妈录完节目还说" 你怎么蹦

出来一个干爹- %郭美美说"!当时才

,-

岁"就是有点害羞"不想承认男朋

友比自己大那么多" 所以才说是干

爹"没想到越扯越扯不清楚了+ %

!我从来没见过虚荣心这么强的

人" 为了名不计后果" 为了钱不择

手段+ 红十字会名誉因她受到极大

的损害" 我因为她身败名裂+% 如今

谈到此事" 王某后悔不迭) !郭美

美是我一生的噩梦*%

对于 !红会事件%" 郭美美也反

复表达了悔恨之意+

!其实我和我身边的亲人 & 朋

友& 包括我前男友王某" 都不是红

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我本人也不认

识任何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因为

自己的虚荣心" 犯下了一个很大的

错误" 导致红十字会这几年名誉受

损这么严重" 现在说对不起都不足

以来表达我的歉意+%

!今天借着这样一个机会" 我就

想去澄清" 把真相说出来" 还红会

一个清白" 跟红会深深地说一声真

的很对不起" 非常对不起" 跟老百

姓也是对不起" 对那些得不到救助

的人 " 更是对不起 & 对不起..%

说到此处" 郭美美流着泪" 深深埋

下了头+

有关专家指出" 郭美美是网络

!炫富% 的标志性人物" 扭曲的价值

观让她从追求低俗一步步走进了违

法犯罪的泥潭" 不仅伤害了许多人"

也害了自己" 包括红十字会和慈善

事业受到的冲击至今还未恢复+ 郭

美美的案例其实是社会发展过程中

拜金主义的畸形产物" 并成为一种

现象" 对年轻一代的负面影响不可

低估+ 如不坚决依法惩处" 长此以

往" 一些人就会审丑逐臭" 只要能

出名无所不用其极" 健康的社会风

气和生态将因此遭受侵蚀+

专家进一步指出" 此次郭美美

涉嫌犯罪被警方拘留" 说明人生还

是需要有底线意识" 不惜以践踏公

序良俗& 违法犯罪来搏出位" 终将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一时的所谓

!风光% 最终不过是过眼烟云" 人最

终还是要靠努力奋斗& 贡献社会获

得价值和意义+ 年轻人实现梦想的

路也只能靠自己一步步去努力" 只

有靠着正面的价值才能走得远+

警方还发现" 不论是炒作红十

字会" 还是 !

/'(

亿赌债%" 以及为

郭美美量身定制的网络电影 /我叫

郭美美 0" 甚至郭美美因赌博被抓

后" 其母亲配合北京警方调查时网

上出现的 !郭母连夜从日本飞回国%

等不实消息" 都疑似有幕后推手进

行网上炒作+ 对此" 警方正在深入

调查中+

%本报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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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电#

%上接第一版#

把制度建设作为重要保障

落实 !两个责任 %是一项经

常性的工作"既要着力解决当前

突出问题"又要着眼今后建立长

效机制+最高检党组把制度建设

作为落实!两个责任 %的重要保

障"推动建立和完善一系列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工作制度+

健全党风廉政建设领导体

制+充分发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领导小组的作用+领导小组定

期听取办事机构工作汇报"及时

分析本院党风廉政建设状况"协

调和督导解决涉及党风廉政建

设的重大案件 &重要事项 +特别

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联席会议

制度"推动了机关各内设机构和

直属事业单位各负其责"齐抓共

管"形成合力+

建立多层次系统化的谈话

制度+针对队伍思想政治工作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部署落实八个

方面的谈话)即党组书记与班子

成员分别谈话&班子成员相互之

间进行谈话&班子成员与分管的

内设机构负责人谈话&内设机构

的正职与副职之间互相谈话&内

设机构负责人与本部门干部分

别谈话&支部书记与所在支部的

党员和党外群众谈话&内设机构

负责人与支部书记谈话&干警与

自己的配偶以及父母子女谈话

等"真正使党风廉政建设不仅与

检察业务相结合"还与检察人员

的业余生活相结合 +同时 "探索

建立纪检组长约谈机关厅局长

制度"纪检组长就了解到的涉及

厅局长的个人负面反映和本部

门违纪违法苗头性问题进行谈

心谈话"提醒其注意并采取预防

措施+

在完善体制机制过程中 "

!责任背书制度% 的实行对领导

干部形成了很大约束+制度明确

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对职责范围

内党风廉政建设任务要签订责

任书"实行 !签字背书 %"发生责

任追究情形的 "要兑现 !背书承

诺%+

此外 "进一步完善 !责任追

究制度%"健全!一案双查%机制"

对发生重大腐败案件或 !四风%

和执法作风问题长期得不到治

理的部门和单位"既要追究当事

人责任"又倒查追究相关人员的

领导责任和监管责任"做到有错

必纠"有责必问+

用心抓落实)一锤一个坑

最高检党组明确要求各级

检察机关把 !两个责任 %落实情

况作为调查研究& 工作总结&巡

视检查&检务督察&述职述廉&民

主生活会等工作不可或缺的重

要内容+

在
*

月初召开的大检察官

研讨班上 "专门对落实 !两个责

任%作出部署1

*

月中旬"曹建明

同志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检察机关作

风建设赴湖南调研"突出强调要

落实从严治党& 从严治检要求"

以最坚决的意志&最坚决的行动

落实!两个责任%+

最高检党组在推动!两个责

任%落实过程中 "有几件事值得

一提+

对自身腐败的查处力度明

显加大,,,最高检党组部署对

检察人员特别是最高检机关干

部违纪违法线索进行梳理"摸清

底数"坚持抓早抓小&有案必查"

对办关系案 &人情案 &金钱案和

索贿受贿&徇私枉法等执法犯法

问题坚决严肃查处+最高检某直

属事业单位一职工因醉驾被判

处拘役二个月 " 被给予开除党

籍&行政开除处分 +对查处的案

件"不仅内部通报 "还加大对外

公开力度"让全社会看到检察机

关从严治检的鲜明态度+

持续深化作风建设,,,紧

紧扭住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不放

松" 在加强日常管理的基础上"

重大节假日前均对禁止变相公

款消费&杜绝公车私用等提出要

求+今年
"

至
(

月份 "最高检机

关开展了整治 !庸懒散奢 %专项

活动"着力查摆和整治!不作为&

慢作为&乱作为%以及奢侈浪费&

耍特权逞威风等问题+

*

月初"最

高检党组以深入开展教育实践

活动为契机 " 结合检察机关实

际"又部署了
*

个方面的专项整

改任务"还对检察人员违反八项

规定的
/

件典型案件向全国检

察机关进行了通报+

强化对检察权运行的监督

制约,,,最高检制定/关于贯彻

落实2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

体系
"'%(0"'%*

年工作规划3的

实施办法0" 着力健全检察机关

惩防腐败体系$围绕领导干部用

人权&决策权&财经权和管理权"

研究制定检察机关干部选拔任

用监督办法&重大经费支出和基

建项目监督办法"修订检察机关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暂

行规定等$针对容易发生执法不

严&司法不公问题的重点领域和

关键岗位"完善案件评查和集中

管理机制"规范运行检察机关统

一业务应用系统"深入推进司法

规范化建设等$

据了解 " 最高检党组将牢

牢把握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

紧紧围绕强化法律监督 & 强化

自身监督 & 强化队伍建设总要

求 " 以更坚定的决心 & 更务实

的作风 & 更扎实的举措认真履

行主体责任 " 支持纪检监察机

构落实监督责任 " 切实抓好检

察机关自身反腐倡廉建设 " 为

检察事业科学发展提供坚强有

力的纪律作风保障$

理清责任 敢于担当 重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