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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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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甘肃

省山丹县检察院结合该院查

办的霍城镇司法所原所长王

仁辉贪污刑释解教人员安置

帮教补助款一案! 给该县
!#

余名司法助理员做了以"以身

边事为借鉴! 远离职务犯罪#

为主题的警示教育专题讲座$

检察官结合该案以案释法!重

点剖析了贪污%挪用安置帮教

补助款犯罪的特点%表现形式

及危害!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预

防对策和建议$

!石文纲"

长丰 三八节前夕 !

安徽省长丰县检察院组织该

县水湖镇
$#

名女干部到该县

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接受

廉政教育$检察官深入剖析了

该院查办的涉农职务犯罪案

件和发生在省内外的女性职

务犯罪案例$女干部们纷纷表

示!一定吸取教训!谨慎用好

手中的权力!远离职务犯罪$

!朱玉胜"

石家庄新华 当

前 ! 正值辖区农村 &两委 #

换届之际$ 近日! 河北省石

家庄市新华区检察院认真开

展了保障换届选举专题预防

工作$ 他们为辖区农村干部

举办了预防职务犯罪专题法

治讲座! 剖析了农村基层干

部易发职务犯罪类型% 犯罪

心理及危害! 营造了风清气

正的选举氛围$

!李浣"

第四师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四师检察分院检

察官近日给昭苏县七十七团

工业园区干部群众作了专题

预防职务犯罪法治讲座$检察

官结合近年来查办的企业职

务犯罪典型案例! 从多发罪

名%作案手段%发案原因及特

点等几个层面进行了深入分

析!阐述了职务犯罪对企业的

危害! 提醒企业重视腐败问

题!教育员工自觉远离职务犯

罪$

!赵彦成"

安阳北关 今年以

来!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检察

院组成预防职务犯罪志愿者

工作团! 到农村% 街道% 大

型居民小区放映预防职务犯

罪微电影! 同时在社区开展

社会预防调查! 收集社情民

意$ 截至目前! 该志愿者工

作团已到
%

个社区放映微电

影! 并向群众发放警示教育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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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份! 接受群众咨

询
"#

余人次$

!赵晓华 苏清涛"

白沙 近日! 海南省

白沙黎族自治县检察院将'白

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惩

治和预防职务犯罪
&#'$

年度

报告(呈报县委%县人大%县政

府$

&#($

年!该院查办职务犯

罪案件
)

件
%

人!通过办案为

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

万

元)深入开展预防调查!开展

预防职务犯罪宣传及警示教

育
!!

次!受教育干部
!&"!

人

次) 提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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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涉及被查询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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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业彪 陈文杰"

南宫 今年以来 !河

北省南宫市检察院进一步强

化执法办案内部监督!建立了

纪检监察%案管部门联席会议

制度$通过共享统一业务应用

软件信息!对所有案件实行全

程%同步%动态监督$同时!不

定期地开展对重点办案环节%

重要执法岗位的专项监督!并

将执法情况记入干警执法档

案!完善责任追究!确保检察

队伍廉洁$

!张立宏"

宜丰 近日! 江西省

宜丰县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

科检察官应邀给该县供电公

司
)#

余名中层以上干部上了

一堂预防职务犯罪法治教育

课$检察官结合当前反腐新形

势!阐述了当前中国反腐的新

常态和新思维!告诫听课人员

要增强廉政意识! 敬畏规矩!

远离职务犯罪$

!邹才根"

阜阳颍东
!

月
+

日 !

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检察院在火

车站广场举行 "一切为了孩子!为

了孩子一切*关爱留守儿童法律宣

传活动$ 该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

控申等部门的女检察官们向候车

旅客发放了该院自编的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手册等法律宣传资料 !

并耐心向行人答疑解惑 ! 受到群

众欢迎$

!张燕"

尉氏
!

月
)

日!河南省尉

氏县检察院组织女检察官在刘青霞

广场举办&让爱永不缺位!保护留守

家庭合法权益*宣传活动$活动采取

展出宣传版面%发放宣传材料%设立

咨询台等形式! 广泛宣传留守家庭

自我保护理念!还开展了依法维权%

家庭教育%心理健康等教育活动!切

实提高妇女的维权意识和能力$

!张友志"

瓜州
!

月
)

日!甘肃省瓜

州县检察院与该县法院签订'民事

案件监督暂行办法($ 该办法共
((

条!对法院民事案件接受检察监督

的程序及实质内容进一步细化!对

判决公开%卷宗借阅%申诉移交%执

行监督以及民事监督宣传等作出

具体规定!为规范民事审判监督提

供了依据$

!王海燕"

桂林秀峰
!

月
,

日 !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检

察院联合当地社会就业保障局共

同建立社区矫正人员再就业&立体

化 *保障机制 !通过对社区矫正人

员进行就业观教育%向企业推荐社

区矫正人员%组织社区矫正人员参

加职业技能培训等措施!促进他们

早日回归社会$

-

朱程路
.

武城 近日! 山东省武城

县检察院进一步细化了'案件线索

管理办法(! 借助统一业务应用系

统 ! 加强自侦案件线索的规范管

理! 严格把控线索收集% 研判%流

转%终结%归档五个关口!有效提升

了线索处理的效率!打造线索管理

&新常态*$

!马泽友 刘婷婷"

荣县 四川省荣县检察院

日前与该县人民医院会签了'关于

建立医疗救助协作机制的实施办

法($ 该办法着重对检医双方在涉

案人员接受讯+询,问时!面对突发

疾病处理时的职责义务 % 工作程

序 %保密原则等予以明确 $此举旨

在强化办案医疗保障!促进司法规

范化%人性化$

!吴明远 伍平"

明溪 福建省明溪县检察

院监所检察部门近日会同该县看

守所开展在押妇女权益保护专项

检查活动$ 通过加强监区巡视%特

别约谈 %设立维权信箱 %召开个案

分析会和开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

查等措施!加大对在押妇女的人文

关怀和权益保障力度$

!黄怀忠 游政生"

奇台 近日!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奇台县检察院按照分级保

护的要求!在全院开展网络安全专

项检查活动$此次检查范围包括该

院
$&

台内网计算机%微博%内网涉

密信息系统 % 统一业务应用系统

等$对于检查出的问题要按照保密

要求做好记录! 并督促相关部门%

人员立即按照要求对存在的问题

进行整改$

!黄海龙"

根河 内蒙古自治区根河

市检察院近日联合该市妇联开展

&创平安家庭!法律进万家*维权法

治宣传活动$活动中!该院干警向过

往群众发放 '民事行政案件申诉指

南(%'办理民事执行申诉案件告知

卡(等宣传资料!重点宣传了妇女权

益保障法及劳动% 就业等方面的法

律法规$ 同时! 设置法律咨询服务

台!耐心解答群众的法律咨询$

-

郭鹤鹤
.

关岭 贵州省关岭县检察

院近日召开规范司法行为专题研讨

会$ 会上! 各科室负责人按照该院

'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明确的重点整治内容! 深入查摆了

本部门及自身在司法活动中存在的

不规范行为! 并提出了加强检察工

作规范化的建议和措施! 为下一阶

段对照检查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赵延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