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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
!

月
"#

日!甘肃

省山丹县检察院以"保民生#促

三农$专项行动为契机!组织全

县
$%&

名村支部书记# 乡镇机

关和涉农部门干部开展了预防

涉农职务犯罪警示教育讲座%

讲座以"珍惜岗位!远离涉农职

务犯罪$为主题!结合该院近年

来办理的村干部以及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涉农职务犯罪案件!

教育警示与会干部增强法制意

识和廉洁自律意识%

!石文纲"

平阴
!

月
'"

日!山东

省平阴县检察院出台的&关于

做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

实施意见'!经县政府发有关部

门(单位)贯彻执行%&意见'将

查询范围从重大建设招投标#

政府采购扩大到凡是在县政

务服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进行交易的项目!共有
""

项

内容! 并明确了有关部门的行

业监管职责%

!苏军 左海峰"

南宫 今年以来!河北

省南宫市检察院与该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协作配合!利用网

络远程监控平台! 对该市
%

个

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实施了监

控监督%该系统共设有
"!

个监

控点!对开标室#评标室#专家

抽取室等区域进行电子音像

监控!实现了对进场交易项目

从受理登记到成交确认的"全

过程#无缝隙$监控!有效避免

了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发

生%

!张立宏"

岐山 近日!陕西省岐

山县检察院通过"预防职务犯

罪手机短信平台$!向该县党政

机关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及国有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集中发送廉

政短信
(&&&

余条% 据了解!该

平台实现了与全县所有党政机

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

负责人以及行政村支部书记#

主任!社区主任共
)*+&

部手机

号码进行短信批量发送! 为该

院开展预防工作又提供了一条

便捷高效的数字化通道%

!白文渊"

扬州邗江 今年以

来!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检察

院把预防工程职务犯罪作为一

项重要工作!截至目前!该院共

开展法制辅导讲座
)

场! 警示

教育活动
,

次! 并聘请被拆迁

户代表为工程预防职务犯罪和

工程质量监督员! 对在建工程

进行全方位预防监督! 以有效

遏制职务犯罪发生%

!王雅萌"

桐柏 今年以来!河南

省桐柏县检察院主动配合县卫

生主管部门! 走访了固县#程

湾#平氏等
"$

个新农合定点医

院! 协助定点医院研究制定廉

政风险防控措施
"*

项!建议县

卫生局对新农合定点医疗单位

重点岗位人员实行定期轮岗制

度! 实施新农合工作风险评估

制度!发现风险苗头及时防控!

将廉政风险降到最低程度%

!周闻胜 乔梁"

克什克腾 近日!内

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检察院

全体干警赴巴林右旗预防职务

犯罪警示教育基地接受警示教

育%此次活动以"赤诚筑检魂!

清廉攀高峰$为主题!分七个部

分! 既有历届领导人关于反腐

败的原声讲话! 还有许多典型

案例展示* 既有职务犯罪心理

剖析和犯罪行为的展示! 还有

人生多米诺# 廉洁第一关的警

醒# 算好人生七笔账的启示等

内容! 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震

撼力%

!崔晓芹"

涉县 河北省涉县检

察院近日在全院干警中开展了

"预防职务犯罪从自身做起$专

题培训讲座% 培训选取了近年

来发生在检察系统的
%

件职务

犯罪案例!从罪名#犯罪成因#

心理变化# 危害后果等方面进

行了详细分析! 对干警触动很

大%干警们纷纷表示!这次培训

进一步加强了自身廉洁意识!

帮助他们筑牢了拒腐防变的思

想防线%

!王文丽"

禄丰
!

月
"*

日 ! 云南

省禄丰县检察院检察长与
",

名科

级领导干部开展集体廉政提醒谈

话活动 % 该院检察长就如何增强

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廉洁意识提

出要求 ! 希望各科级领导干部不

断加强学习 ! 增强理想信念 ! 慎

用手中权力 ! 遵章守纪 ! 切实转

变工作作风 !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

想防线%

!周军"

道真
!

月
"$

日!贵州省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检察院社

区检察室干警分别走进新城 #东

街 #永城等社区 !为群众开展法律

宣传服务活动%干警们通过举办案

例讲座# 发放宣传材料等形式!为

社区群众详细介绍了检察机关的

职能职责! 普及了相关法律知识!

解答了群众提出的法律问题!深受

好评%

!宏文"

曹县 山东省曹县检察院

"增强党性 #严守纪律 #廉洁从政 $

专题教育活动近日启动%为推动专

题教育活动扎实有效开展!该院成

立了以检察长为组长的专题教育

活动领导小组!制定了详细的活动

实施方案 ! 明确了活动的指导思

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方法步骤

和工作要求! 力求打造一支务实#

廉洁的检察队伍%

!陈永飞"

古浪 甘肃省古浪县检察

院近日对去年
"&

月以来办理的自

侦 #批捕 #公诉等案件进行集中评

查 %通过承办人自评 #业务部门评

查 #案管部门复查等方式 !对案件

实体处理 #程序操作 #文书制作和

立卷归档等进行全面检查!对发现

的问题及时分析原因!并评出最优

案件予以学习%

!林万银"

崇阳 湖北省崇阳县检察

院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日前积极开

展贯彻刑事诉讼规则调研活动%该

部门围绕辩护律师提前介入#电子

数据作为证据#非法证据排除等专

题!对反贪执法办案中贯彻执行刑

事诉讼规则遇到的困难#问题进行

调研%

!丁向辉 王军"

金堂 四川省金堂县检察

院近日与该县国税局联合开展廉政

大讲堂活动!通过开展"看一部警示

教育微电影$#"作一次反腐倡廉报

告$#"讲一个廉政故事$ 等系列活

动! 为检察干警和税务干部筑牢廉

洁防线%

!

月下旬! 该院还将与该县

国税局共同开展以"水清濯廉魂$为

主题的廉政共建交流系列活动%

!黄平"

南安 福建省南安市检察

院近日建立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

查"无利害关系第三方$主体名录%

该院干警借助带案下访#检察官联

系基层等平台! 走访该市
$%

个乡

镇#街道!邀请并确定由
*&

名乡镇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

律师组成 "第三方 $主体参与刑事

申诉案件公开审查!对办案情况进

行监督%

!张杨馨 傅晓云"

凤阳 安徽省凤阳县检察

院近日推行接访群众评议制度%该

院在控申接访大厅放置满意度评

价表 !接访结束后 !每一名来访群

众要对接访人员的接待工作进行

自主评价%若经核实接访人员确实

存在问题! 该院将给予批评教育!

并计入年度个人绩效考核%

!吴长忠 梅开厂"

津市 湖南省津市市检察

院近日联合该市公安局#武警中队

对该市看守所进行节前安全大检

查%检查过程中!干警及时发现和处

理了不安全隐患! 并与在押人员进

行谈话教育!积极做好维稳工作!以

确保节前看守所秩序安全稳定%

!刘武 张建东"

麟游 今年以来! 陕西省

麟游县检察院在 "两法衔接 $工作

当中!积极与该县主要部门沟通协

调! 把
$,

家行政执法单位纳入衔

接网格当中 !构建起以 "检察院主

导#多部门参与$的衔接格局%该院

还及时布设信息共享平台专线网

络!并由侦监科干警对各行政执法

部门进行一对一指导!促进衔接工

作规范化%

!张录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