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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纳斯 近日! 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玛纳斯县检察院将汇

编印制的 '刑事办案实用手册(发

放到每名检察人员手中&该手册收

集汇编了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

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等机关颁布的一些新的刑事法律

法规和司法解释!为检察人员办案

提供参考&

!刘生献"

舒城 安徽省舒城县检

察院近日出台了 '预防职务犯罪

告诫约谈实施办法 ( & 该办法规

定 ! 对职务犯罪案件中不立案 $

撤案$ 不起诉 $ 判决免除刑事处

罚的国家工作人员可以进行告诫

约谈! 检察院要向被约谈人员发

送 '告诫约谈通知书(! 通知约谈

的时间$ 地点及其他相关事项!并

做好'告诫约谈笔录(&

!彭峥嵘"

上犹 江西省上犹县检

察院近日联合该县公安局 $ 司法

局等部门出台了 '关于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办

法 (& 该办法明确了未成年人法

律援助范围$ 办理流程及告知时

间等& 同时开通法律援助 )绿色

通道 *! 将法律援助前置到侦查

阶段&

!曹健"

张家界武陵源
近日! 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

检察院副检察长来到该区城管局!

为该局
#&&

余名干部职工作了

)行政执法活动中的证据及证据收

集* 专题讲座 & 授课人就证据的

种类$ 证据的标准$ 证据的要求$

证据的收集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讲

解! 并就如何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如何加强检察监督等话题与大家

进行交流探讨&

!刘晓雁"

彭州 四川省彭州市检

察院近日与该市法院$ 公安局$教

育和体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等单位共同会签了'彭州市未成

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实施办法 +试

行%(!规范该市未成年人犯罪记录

封存工作流程!界定各会签单位的

法律责任&

!李方华 兰天龙"

崇信 甘肃省崇信县检

察院日前将)增强党性$严守纪律$

廉洁从政*专题教育活动与学习十

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相结合!开展了

)集中学习周*活动&该院党组带领

全体干警!采取领学$自学$互学的

形式!重点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文件!要求全体干警深刻

领会!尽快适应新要求&

!吕丽娟"

唐山丰南 河北省唐

山市丰南区检察院近日积极开展

传统文化教育活动! 邀请了市$区

知名学者举办)学国学$爱国学$用

国学*国学学术讲座!并为干警播

放)百家讲坛*名家教授讲座光碟&

同时开展了传统文化学习$知识问

答等活动!进一步弘扬民族传统文

化!提升检察队伍软实力&

!周宝明 李彦军"

商城 河南省商城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该县公安局$法院$司法

局共同出台了 '商城县办理涉罪未

成年人案件暂行办法(&'办法(对未

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办理流程$ 社会

调查$心理疏导$档案封存$预防矫

正等相关问题进行规定! 明确了各

方责任!细化了协作方式&

!曹洪飞"

尉氏
#&

月
'&

日 !河

南省尉氏县检察院撰写的'惩

治和预防职务犯罪专项报

告,,,小村官挪用巨额土地

补偿款应引起重视(在首届全

省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职务

犯罪年度报告评选活动中被

评为)十佳专项报告*&该报告

对该院查办的八起特大挪用

土地补偿款等职务犯罪案件

进行了类案分析!有针对性地

提出了可操作性建议和预防

措施&

!张友志 李军伟"

鸡泽 针对社会中介

机构存在的垄断执业$贿赂开

道 $诚信度不高 $政府监管不

到位等问题!近日河北省鸡泽

县检察院进行了深入调研!并

向县政府提出了明确政府职

能部门监督职责$建立中介机

构信用管理制度$大力清理整

顿中介市场的检察建议!有效

规范了社会中介机构的管理!

得到了县政府主要领导的高

度肯定&

!季河滨"

崇阳 今年以来!湖北

省崇阳县检察院充分立足检

察职能! 在政府采购项目$工

程招投标等领域实行全程监

督和适时介入跟踪预防教育

制度!通过对投标单位及个人

进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对相

关单位开展跟踪预防警示教

育等措施!保障了政府采购项

目的资金安全和工程招投标

领域的公正廉洁&

!吕杰 董慧艳"

漳州龙文 日前!福

建省漳州市龙文区检察院开

通 )龙文检察预防 *公众微信

平台&该院通过微信平台发布

预防职务犯罪案例$警示教育

动态和廉政漫画等!转发各级

院相关预防职务犯罪的政策

信息!公布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电话!上传查询注意事项及查

询预约服务 &截至目前 !关注

该微信平台人数已达
(&&

余

人!每条信息访问量数百次&

!张毅敏"

六安 近日!安徽省六

安市副市长王安义在审阅该

市检察院'关于教育系统职务

犯罪预防调查的报告( 后!作

出批示予以肯定&该市检察机

关针对近期查办的发生在该

市教育系统的职务犯罪案件!

对职务犯罪情况开展专项预

防调查! 分析了发案特点$易

发环节及成因!提出了有针对

性的预防对策与建议!最终形

成该份报告并报送市领导和

有关部门&

!周文平 黄亮"

唐河 河南省唐河县

检察院预防局检察官近日为

该县教育系统中层干部及
!'&

余名中小学校长上了一堂预

防职务犯罪法制教育课&检察

官结合该县学校工作实际及

该院在教育系统查处的职务

犯罪案件情况!深刻剖析了职

务犯罪的发生原因!提出了有

针对性的预防对策!教育听课

人员加强自身学习 ! 增强自

律$自醒$自警意识&

!宋瑜静"

邯郸邯山 今年以

来!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检察

院不断探索查办职务犯罪工

作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针对

说情风$干涉多$取证难问题!

加强对检察干警进行廉洁从

政 $严格依法执法教育 &该院

组织干警深入学习法律法规

及廉洁自律相关规定!有效增

强了干警的廉洁意识!树立了

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

!杜保生 冯大为"

岐山 日前!陕西省岐

山县检察院检察官应邀来到

该县县委党校!给参加培训的

%&

余名大学生)村官*作了预

防职务犯罪专题法制讲座&检

察官结合该院查办的典型职

务犯罪案例!对职务犯罪的构

成$农村)两委*人员可能触犯

的罪名$定罪量刑等作了详细

讲解!鼓励年轻的大学生村官

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远

离职务犯罪&

!白文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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