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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象山 今年以

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

山区检察院结合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与区纪

委等单位协作!建立了重要节

假日廉政短信提醒制度"中秋

前夕 !该院联合区纪委 !通过

手机短信平台向全区党员#干

部发送廉政警示短信!要求认

真执行有关规定!坚决制止公

款送节礼 #公款吃喝 #公款旅

游#公车私用等行为!防止$四

风%问题反弹"

!侯俊富 向东"

张家口开发区
今年以来!河北省张家口市高

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对工程

建设#项目招投标等易发职务

犯罪的关键领域# 关键环节开

展专题预防调研! 同步跟踪监

督辖区
!

家建设工程企业!与

"#

家企业建立了定期预防咨

询制度! 还对该院自侦部门办

结的职务犯罪案件全部开展同

步预防"截至目前!该院共组织

案例剖析
$

次# 发送检察建议

%&

次#开展预防调查
!

次"

!杨海军 王洋"

阳高 今年以来!山西

省阳高县检察院把预防职务

犯罪工作纳入全县反腐倡廉

建设大局中思考谋划!全力在

$六个一%上下功夫!即建立起

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控预警体

系! 用好一部警示教育片!办

好一套预防职务犯罪专栏!宣

传一周&山西省预防职务犯罪

工作条例'!搞好一次大宣传!

做好一次巡回大讲座"

!王权"

成都青羊 近日!四

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检察院党

组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邀

请区纪委副书记谭科就学习

贯彻党风廉政建设 $两个责

任 %进行专题辅导 !该院领导

班子成员#中层以上干部及部

门干警代表共
&'

余人参加了

会议" 谭科结合当前形势!从

明确$两个责任%的重大意义#

责任内容及如何建立健全责

任落实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详

细解读"

!廖伯宁"

洛南 近日!陕西省洛

南县检察院针对全县
()%

名村

支部书记#镇机关干部开展了

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讲座"

讲座采用以案说法形式!结合

该院近年来办理的村干部以

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

罪案件!教育警示与会干部廉

洁自律!遵守国家法律和财经

纪律!进一步预防职务犯罪发

生 "与会干部纷纷表示 !一定

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增强廉洁意识"

!赵亚军"

桐柏 今年以来!河南

省桐柏县检察院注重收集涉

及环保领域案件的相关信息!

以案件为切入点!开展同步预

防"在环保领域淘汰落后产能

专项资金的审批使用专项预

防调查中! 该院发现财政#发

改委#工信等部门存在职务犯

罪隐患 ! 遂及时发出检察建

议!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预防对

策! 帮助有关单位堵漏建制!

有效遏制了职务犯罪发生"

!周闻胜 乔梁 郭冬冬"

镇江丹徒 近日!江

苏省镇江市丹徒区检察院在

辖区荣炳盐资源区管委会召

开职务犯罪典型案件分析会"

检察官们结合在该管委会查

处的案件!对发案原因进行解

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防范

对策和建议!督促该管委会先

后完善了三项制度"

!王伟东 高 月"

磁县 河北省磁县检

察院日前建立了职务犯罪信

息库!这是该院在办案过程中

依法收集和整理!并经过分析

可用于职务犯罪线索获取#侦

查和预防的成果!包括职务犯

罪案件 #行贿人档案 #高风险

岗位资料#职务犯罪侦查策略

四个方面内容"该信息库的建

立!将有效提高检察机关职务

犯罪侦查和预防工作的能力

和效率"

!王哲 邱惠芬"

利辛
*

月
)

日!安徽省利

辛县检察院抽调
$

名干警到城关镇

董老寨行政村开展服务换届选举法

制宣传活动" 宣传人员为群众发送

服务换届选举宣传手册! 现场提供

法律咨询! 并为干部群众讲解了破

坏选举和违法履职等案例! 引导参

选人员依法参与换届选举! 正确行

使民主权利"

!武庆杰"

沁县
*

月
)

日
+

山西省

沁县检察院组织全院干警召开 $风

清气正迎中秋%廉洁自律教育会议"

会上! 该院检察长要求大家结合正

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遵守中央$八项规定 %!并安排

纪检部门对干警节日期间廉洁自律

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确保大家过一

个廉洁#喜庆的中秋佳节"

!关爱峰"

漳州龙文
*

月
)

日 !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检察院锦绣碧

湖项目巡回检察服务点挂牌成立"

锦绣碧湖项目是该区重点项目!涉

及上千名拆迁户" 该巡回检察服务

点设立后! 该院将每周派出
(

名检

察人员驻点工作一日! 受理群众举

报#控告#申诉!了解掌握拆迁中的

社情民意!认真回应群众诉求"

!张毅敏"

大方
*

月
)

日!贵州省大

方县检察院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会议"会上!该院检察长作了党风廉

政建设专题报告! 并结合该院今年

查办的司法系统职务犯罪案件!对

与会人员作了警示教育! 要求全院

干警加强自身党风廉政建设! 自觉

维护法律权威!坚决杜绝人情案#关

系案#金钱案"

!黄林"

临泽
*

月
,

日!甘肃省临

泽县检察院党支部组织全院干警开

展$敢于亮剑%专题讨论活动"干警

们结合本职工作!对$怎样树立争创

一流的境界# 怎样鼓足直面矛盾的

勇气#怎样练就勇担重任的本领%等

问题进行阐述! 同时提出了改进的

具体措施和努力的方向"

!张永银"

洛阳西工
*

月
,

日 !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检察院建立检

委会案件汇报研讨互评制" 该制度

规定!每次案件汇报研究完毕后!检

委会委员要实名填写 &检委会案件

承办人汇报案件情况评议表'!对办

案人的文书制作水平# 证据分析能

力#语言表达能力等进行评价!并提

出整改要求(办案人要填写&检委会

委员参与案件讨论# 表决评议表'

+

对委员们从意见阐述# 法理分析等

方面进行评价"

!吴宇慧"

扬州邗江
*

月
&

日 !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举行

$邗上法学社%成立仪式"法学社由

&&

名成员组成!以青年干警和业务

骨干为主"该院还出台了&邗上法学

社工作章程'! 明确了指导思想#组

织机构# 工作制度以及会员的权利

和义务"

!王锦莉 童中华"

辛集 由河北省辛集市检

察院与河北科技大学共同承办的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控制与方

法选择研究% 课题近日通过专家评

审!被河北省科技厅#教育厅验收通

过"近年来!该院通过$检学共建%!

积极探索检察实践与法律教学相结

合的方式方法! 为培养新型检察人

才搭建了平台"

!倪晓阳"

吴忠红寺堡 宁夏回

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检察院不

断完善律师接待流程! 近日推出了

$律师阅卷服务卡%和网上在线预约

接待服务"律师办理查询#阅卷等业

务只需提前将律师执业证书# 律师

事务所证明# 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

函图片发送至
--

邮箱或者检察微

博!完成预约认证后!即可在约定时

间阅卷"

!尚涛 丁博颖"

凤县 陕西省凤县检察院

驻所检察室近日在该县看守所设立

了$驻所检察官信箱%!在押人员可

通过信箱直接向驻所检察干警反映

情况#举报#申诉#约见检察官"$驻

所检察信箱% 由驻所检察室干警专

人负责! 当日收集到的材料当日处

理!两日内办结答复"

!白宗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