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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州
!

月
"

日 ! 甘

肃省瓜州县检察院举行预防

职务犯罪知识竞赛! 并邀请

辖区部分人大代表" 政协委

员 " 人民监督员担任评委 #

竞赛通过个人必答" 集体必

答" 自由抢答等方式! 全面

检验了干警预防职务犯罪知

识学习效果! 有助于干警进

一步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提高廉洁自律意识$

!谢志伟"

巧家
!

月
#

日!云南

省巧家县检察院被县委评为

!$%&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 %优

秀单位&称号!这是该院连续

第八年获此殊荣$ 近年来!该

院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放在

重要位置!坚持每年制定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并细化分解

方案!全体干警层层签订党风

廉政责任书!强化干警八小时

外的监督管理! 保持了干警

%零违法"零违纪"零事故&的

良好记录$

!胡明坤"

施秉 贵州省施秉县

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局近日

将廉政建设和职务犯罪预防

相关内容编成朗朗上口的廉

政短信息!通过移动公司的移

动短信平台发送给全县广大

干部群众!为大家送上一份精

美的廉政礼品!提醒他们过一

个廉洁的春节$不少干部群众

认为廉政短信息内容深刻"触

及心灵$

!廖仁君"

霍山 近日! 安徽省

霍山县政协主席李玉武在该

县检察院报送的
'$%&

年预防

职务犯罪年度报告上作出批

示!%县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

工作成绩显著! 查办案件多!

打击力度大! 警示教育作用

效果好 $&

'$%&

年 ! 该院加

大查办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力度! 立案人数较
'$%(

年上

升
')*(+

! 通过办案为国家

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
'$$

余

万元$

!杨磊"

白银平川 甘肃省

白银市平川区检察院组织预

防职务犯罪志愿者!于近日开

展了送法下乡大拜年活动$这

次活动通过文艺演出"播放警

示教育片" 赠送法律书籍"现

场互动交流等形式!引导农民

群众积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

国家各项强农惠农政策!以健

康向上的文化营造祥和"文明

的节日氛围$

!李亚文"

岐山 日前! 陕西省

岐山县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

警示教育基地改造工程顺利

竣工并投入使用$新的警示教

育基地占地面积约
($$

平方

米!充分利用声"光"电等现代

科技手段!集参观"展览"教育

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结合网络

信息技术!图文并茂"声情相

融"以案警人!给全县党员领

导干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学

习教育平台$

!白文渊"

东营河口 为更好

地为企业和个人提供行贿犯

罪档案查询服务 ! 今年以

来! 山东省东营市检察院主

动与该区住建局" 国资中心

等多个行政主管部门沟通 !

将以往由投标方自行到检察

机关查询为统一由招标方集

中到该院 %打包查询 &! 即

由招标方对所有递交申请的

投标方统一查询$ 目前受理

的首起 %打包查询 &! 共查

询
(,

家单位 ! 有效提升了

查询工作效率$

!李迎春"

南宫
'$%&

年以来 !

河北省南宫市检察院在开展

内部监督工作中!充分利用检

察内网"互联网等平台!实施

廉政制度"重大事项"廉政风

险%三个网上公开&!推行办公

办案瑕疵" 业务量化考核"正

风肃纪执行%三个督察通报&!

对高风险案件及时亮起关键

节点%警示灯&!确保了检察队

伍无违纪"办案无事故$

!张立宏"

歙县
'

月
-

日!安徽省歙

县检察院开展家庭助廉活动$该院

首先组织干警和家属参观了当地

看守所 ! 随后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权位误区($该院检察长还与干警

及家属座谈!希望家属以家庭促廉

洁!当好家庭 %廉内助 &!全力支持

干警工作 !并签订了 '家庭廉洁承

诺书($

!王敏"

桃江
'

月
.

日!湖南省桃

江县检察院组织干警到该县灰山

港镇参加
'$%/

年春节期间 %送法

下乡&宣传活动启动式$仪式上!该

院将编印的
'$$

册'反腐警示录("

'检务公开(读本现场赠送给群众!

解答群众法律咨询
($

余人次 !收

集改进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

条$

!周再明"

平遥 山西省平遥县检察

院预防部门干警近日为辖区香乐

乡新任农村两委成员开展警示教

育专题讲座$授课干警紧密结合自

身工作实际!围绕当前的反腐败形

势!从村干部易触犯的职务犯罪罪

名"职务犯罪的成因及如何预防职

务犯罪等方面进行讲解!以进一步

提高村干部的依法履职意识$

!成晓娟"

资源 广西壮族自治区资

源县检察院近日开展机关干警%一

述双评&活动!重点对
'$%&

年执行

中央八项规定"履岗履职"落实%一

岗双责&" 廉洁自律等情况进行自

我剖析! 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畅

谈下一步工作打算 ! 同时将干警

%一述双评& 情况按等次进行民主

评议!作为干警考核的依据$

!王林 蒋义红"

博乐垦区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博乐垦区检察院日前在

辖区团场召开典型职务犯罪案例

剖析会$该院检察官以发生在当地

的典型职务犯罪案件为蓝本!采用

通报案情 "播放忏悔录 "交流发言

等形式!深入剖析职务犯罪的特点

以及各岗位的风险点!并提出了建

立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议$

!孟更华"

赤峰元宝山 内蒙古

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检察院近日

邀请社区老党员" 老模范等代表来

院参观$ 该院青年干警为参观者详

细讲解了检察工作职能! 引领他们

参观了检务公开大厅"荣誉室"干警

才艺展示厅"警示教育基地等!并向

他们征求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

!苗明磊"

宿迁宿城 江苏省宿

迁市宿城区检察院近日出台'案件

信息公开细则(! 进一步细化案件

信息公开相关事项$该细则要求案

件承办人填写判决生效日期的当

天 ! 必须同步制作法律文书公开

版!审核通过后当天发布至法律文

书公开网!同时制定了办案部门每

日自查 "党组成员每周抽查 "案管

部门每月统查的%三查&制度$

!王婷"

旬邑 陕西省旬邑县检察

院近日制定了'

'$%/

年干部教育培

训计划($ 该计划以应对司法体制

改革"适应改革后的检察工作为出

发点 !以新修改的司法解释 "法律

法规和检察实务"疑难复杂案件等

为重点!全面加强干警对法律专业

知识的学习和运用!提升干警应对

新形势的能力$

!张双"

盐池 宁夏回族自治区盐

池县检察院日前组织精干力量!深

入该县
0

个乡镇开展 %赶场 &送法

活动 !将职务犯罪预防课 "法律法

规讲解课 "典型案例剖析课 "检察

职能宣传课送到乡村干部家门口!

切实提升他们的法律意识!收到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韩震"

灵台 甘肃省灵台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涉农部门开展%预防职

务犯罪先进单位 &创建活动 $该院

预防科起草制定了工作方案!报县

委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审

批后! 印发至该县
'%

家重点涉农

部门执行 ! 要求各部门紧紧围绕

%组织领导"制度措施 "基础建设 "

开展活动 "预防成效 &方面的具体

标准开展此项活动!并进行年底综

合考核评选$

!曹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