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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西
!

月
"#

日! 广东省

阳西县检察院与广东电网公司阳

西供电局举行建立预防职务犯罪

协调机制签字仪式 "今后 !双方将

共同探索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的方法!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的宣传

和警示教育!共同组织专业培训和

咨询工作 "同时 !双方还成立了预

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负

责指导和协调供电局的职务犯罪

预防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梁章珍 柯文艺"

汝城
!

月
!

日!湖南省汝

城县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与该县公

安局纪委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该

制度对公安干警涉嫌渎职犯罪线索

移送#案件协查#信息交流#犯罪预

防#民警维权#执法监督#涉警案件

处置等方面的相关工作进行规范!

旨在加大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力度!

预防和减少渎职侵权违法违纪现象

的发生"

!谭芳芳"

费县 山东省费县检察院

近日在该县会议中心举行廉政微

电影$兄弟%首映仪式"该电影由该

院策划拍摄!讲述的是一名国企干

部因家庭原因!多次利用手中的权

力收受煤炭供应商的巨额贿赂"最

终 !在正义与亲情的感召下 !他做

出了浪子回头的抉择"该片是临沂

市首部以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

为题材的微电影"

!冯玉晓 李继华"

太白 陕西省太白县检察

院近日配置了检务公开和法律法规

查询平台设备" 该平台将依法公开

检察机关各业务部门职能以及执法

依据的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等相关信息! 还可为群

众和当事人举报#控告#申诉#投诉

以及反映问题提供便捷的服务"

!张亚红"

浦城 福建省浦城县检察

院干警近日到偏远山区中学开展

法制进校园活动 "检察官围绕 &美

好青春!从远离毒品开始'的主题!

以案释法!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毒品

的危害性!并以知识问答的形式与

学生进行互动!以增强学生的法律

意识"

!陈金英 黄静"

西吉 宁夏回族自治区西

吉县检察院近日开展保密专题教

育整顿活动!进一步增强全体干警

严守办案秘密的自觉性"该院组织

干警进行理论学习 # 分析典型案

例!并观看了$出卖灵魂的代价%等

保密专题片!还开展了保密隐患排

查活动"

!卢锦荣"

含山 安徽省含山县检察

院近日举行公诉案件 &听庭评议'

活动" 该院邀请该县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 人民监督员参加庭审!对

该院出庭支持公诉的一起盗窃案

件当庭观摩! 并就公诉文书质量#

出庭规范#举证质证等进行综合评

议!同时就如何提高公诉水平提出

意见和建议"

!黄宁 张宏生"

木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检察院建立了

廉洁自律约谈长效机制!对群众来

信来访 #民主测评 #日常工作中反

映有问题的干警及新招录#新提拨

的干警!由党组书记进行廉洁自律

约谈 !筑牢干警廉洁从检的 &防火

墙'"去年以来!该院共约谈干警
$%

人!并要求约谈对象每人递交一份

$承诺书%"

!杨惠莲"

宣化 河北省宣化县检察

院日前邀请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新闻媒体代表等各界人士参加

以&检务公开!接受监督!提高检察

机关公信力 '为主题的 &检察开放

日 '活动 "各界代表们通过听取汇

报 #视察办案工作区 #询问执法办

案流程 #座谈交流等形式 !对检察

机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张洪志"

灌云 今年以来! 江苏省

灌云县检察院积极搭建形式多样

的干警学习平台!在每周科室内部

学习的基础上!每季度举办一次专

题讲座!聘请检察业务专家讲授检

察热点问题!同时组织年轻干警开

展论文讲解和点评# 辩论对抗赛!

着力提升干警的法律运用水平"

!范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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秭归
!

月
&

日至
'

日 ! 湖北省秭归县检察院以

检察官文联的名义组队到屈

原故里(((屈原镇屈原村参

加一年一度的诗歌大赛 ! 来

自全国各地的诗歌爱好者
$##

余人参加 " 入围的参赛者一

一登台诵诗 ! 秭归县检察官

文联选送的诗歌获得评委一

致好评 " 此次活动提高了干

警的爱国情怀"

!王太华"

方城 河南省方城县

检察院近期努力营造廉政文

化氛围! 通过编发廉政短信#

制作廉政警卡#定期参观廉政

教育基地等办法使干警随时

汲取廉政文化的精髓!真正发

挥廉政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

从而督促领导干部坚定理想

信念!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罗清成 岳阳"

枣强 河北省枣强县

检察院近日从完善一套展板#

安装一个显示屏#设立一个触

摸查询机# 更新一个公开栏#

建立一个门户网站#开通一个

微博 #升级一个接访室 #建立

一个律师阅卷室#完善一套工

作流程图#编印一套宣传册的

&十个一 '着手 !着力打造 &阳

光检务'! 不断增强检察工作

的透明度"

!许春祥"

建宁 近日!福建省建

宁县检察院组织全院干警!观

看了由福建省纪委#省文化厅

联合主办的 &八闽清风 '廉政

文艺走基层演出活动"此次活

动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 !以反腐倡廉为主题 !演出

节目丰富多彩!集中展现了传

统文化中的廉政文化精华!使

全体检察干警在欣赏艺术作

品的同时接受了一场深刻的

廉政教育"

!邓高彬"

大埔
!

月
(

日! 广东

省大埔县检察院组织青年干

警到县法院观摩庭审!旨在以

法庭为课堂! 以旁听促学习!

加强干警的证据意识和程序

意识!切实提高办案质量" 近

年来!该院注重青年干警的业

务素质和能力建设!举办论辩

赛 #法律文书评比 #读书交流

会等活动为干警搭建学习交

流的平台!开启了青年干警成

长成才的&快车道'"

!刘晓"

克拉玛依白碱滩
!

月
&

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检察院

举办了 &诵读经典传承文明!

品味文化润养精神'中秋诵读

会 "近年来 !该院在干警中设

立读书协会 ! 通过定期举办

&每季一读'活动!鼓励干警多

读书 !读好书 !提高干警文化

素养!促进检察队伍精神文明

素质建设上台阶"

!李亚莉"

沛县 近日!江苏省沛

县检察院 # 县预防职务犯罪

协会联合县纪委 # 县委宣传

部 #县文联 !举办了全县廉政

书画摄影作品评选活动 "本

次活动共征集书画 #摄影 #剪

纸# 篆刻等廉政作品
")"

幅 "

最终评出了一 #二 #三等奖和

优秀组织奖"

!李培友 王国庆"

岐山
!

月
!

日! 陕西

省岐山县检察院制作的检察

宣传橱窗正式在该县亮相"橱

窗内容采用漫画形式!将检察

机关的历史沿革# 机构设置#

部门职能#办案流程等一一作

了介绍"还在边角等位置加了

廉政箴言 # 警示教育小故事

等"该橱窗将成为该院开展检

察宣传工作的又一个新阵地"

!白文渊"

蓬溪
!

月
""

日!四川

省蓬溪县检察院与该县公安

局联合召开公诉案件办理工

作联席会议"会议围绕电子卷

宗 #证据补充 #案件定性等内

容!分门别类地梳理了今年以

来办理的公诉案件!总结了工

作衔接方面的经验和不足!并

提出了改进意见和建议"

!张凤艳 陈运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