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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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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甘

肃省瓜州县检察院举行了"廉

政短信送祝福#活动$该院通

过廉政短信平台!将征集到的

#$

余条廉政格言以短信的形

式发送给各乡镇检察室%村组

检察联络室检察联络员及农

村基层组织人员$此举旨在进

一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廉

洁自律意识%筑牢他们拒腐防

变的思想防线$

!谢志伟"

永安
!

月
"%

日 !福

建省永安市检察院检察官应

邀为该市民政局干部职工上

了一堂预防职务犯罪法治教

育课$检察官结合近年来发生

在民政系统的典型职务犯罪

案件! 深入剖析了发案原因%

特点及危害!提出了完善监督

机制% 加强自身修养等建议!

提醒听课人员引以为戒!筑牢

廉洁从业的&防腐墙#$

!高建军"

馆陶 近日!河北省馆

陶县检察院向该县县委%县人

大% 县政府% 县政协呈报了

'

"$%#

年度惩治和预防职务

犯罪年度报告(! 受到县委书

记谢继炯%县长孟凡熊%人大

常委会主任袁保仲%政协主席

王国贞的充分肯定$他们分别

作出肯定性批示!认为馆陶县

检察院查处和预防职务犯罪

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对政府

全面依法行政%廉洁从政具有

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马书征 路英周"

合肥 安徽省合肥市

检察院副检察长黄世斌近日

应邀给在市委党校接受培训

的领导干部作了预防职务犯

罪专题法治讲座 $ 黄世斌结

合典型职务犯罪案例 ! 对职

务犯罪案件的特点 % 原因 %

危害进行了深入剖析 ! 提出

了有针对性的预防对策 $ 合

肥市委党校还向学员们发放

了 "廉政教育评价问卷调查

表)! 以详细了解他们的真实

感受和思想认识$

!汪国峰"

渑池 近日!河南省渑

池县检察院组织
&$

余名中层

以上干警到该县廉政电化教

育中心观看了'规划错了的人

生(等四部廉政教育片$干警

们当场撰写了心得体会!并纷

纷表示!要把廉政要求变成自

觉行动!切实做到公正%廉洁%

文明执法$

!张绍勤 黄雅洁"

禄劝 云南省禄劝县

检察院副检察长卢玉富近日

给该县烟草专卖局
%'$

余名

干部职工作了预防职务犯罪

专题法治讲座$卢玉富分析了

当前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和党

风廉政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

任务! 详细介绍了贪污罪%受

贿罪等烟草行业领域易发%多

发职务犯罪的成因%危害及处

罚!并对烟叶收购环节可能发

生的职务犯罪提出了切实可

行的预防措施$

!李兴洪"

武城 近日!山东省武

城县检察院出台了'关于职务

犯罪预防调查工作的规定 (!

明确了预防调查的目的 %形

式%内容%范围和措施办法!并

对开展预防调查使用的预防

调查立项审批表%预防调查报

告书%检察建议等文书作出硬

性规范!进一步完善了预防调

查机制!有效促进了预防调查

工作的开展$

!马泽友 刘婷婷"

五峰 湖北省五峰县

检察院检察长王会甫近日给

国网五峰供电公司干部职工

上了一堂预防职务犯罪法治

教育课$王会甫结合当前中央

反腐倡廉形势和电力系统职

务犯罪特点!深刻剖析了电力

行业职务犯罪易发环节和风

险点! 详细讲解了贪污贿赂%

私分国有资产%挪用公款等电

力系统多发%易发的职务犯罪

类型!提醒电力干部职工廉洁

从业!避免"温水煮青蛙)%倒

在"高压线)下$

!戴小巍 陈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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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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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云慧康缘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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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毕节七星关
!

月
"$

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检察院

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该区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干部%企业

家及群众代表来院!听取他们对规

范司法行为和案件信息公开的意

见和建议$该院干警还带领各界代

表参观了荣誉室%办案区及监控室

等场所!让他们近距离了解检察工

作$

!吴万相"

武汉 口
!

月
"$

日 !

湖北省武汉市 乔口区检察院召开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会

议总结回顾了
"$%#

年工作情况 !

并对
"$%&

年主要任务进行了部

署!要求干警进一步严明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认真落实&一岗双责)!持之以恒整

治&四风)问题$

+

许庆华
,

镇巴 陕西省镇巴县检察

院近日召开全体干警大会!组织干

警认真学习最高检 '关于
%%

起检

察机关司法不规范典型案件的通

报($会上!该院纪检组长通报了这

%%

起典型案件!指出这些案件涉及

的司法不规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

因! 要求全体干警以
%%

起典型案

件为反面教材 ! 从中吸取深刻教

训!引以为戒!警钟长鸣$

!吕晓"

永登 甘肃省永登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全院干警观看警示教

育片!让干警找到镜子%拿好尺子!

自觉扫除思想上的灰尘!将廉洁从

检的观念深入人心!进一步坚定理

想信念 !提高廉政意识 !形成风清

气正%司法为民的良好风尚$

!朱婷婷"

平和 福建省平和县检察

院近日随机抽取了该院
"$%#

年侦

查终结的
'

件职务犯罪案件进行

回访监督 ! 主要采取与当事人座

谈%发放'廉政监督卡(和回访调查

表等方式!深入了解办案人员在办

理案件过程中是否存在违反办案

程序等行为$此次活动共回访了
%"

名案件当事人! 发放调查问卷
%"

份!未发现干警违法违纪情况$

!王淑芳 林志忠"

蓬溪 四川省蓬溪县检察

院检察长近日带领干警深入金桥

工业港建设工地 %园区企业 !开展

以&修改后行政诉讼法与行政检察

工作 )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该院干

警通过发放宣传单 %小册子 !悬挂

条幅 %挂图等方式 !重点宣传了修

改后行政诉讼法相关内容!讲解了

申请检察监督的情形 % 方式和程

序$

+

周东 张凤艳
,

百色右江 近日!广西

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检察院

对该院办理的职务犯罪 % 侦查监

督% 公诉案件等
($

件卷宗进行了

质量评查!并由案件管理部门对多

发易发%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类

整理和综合分析! 形成评查报告!

向各办案部门进行反馈$

!张馨月"

呼和浩特赛罕 内

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检

察院近日与该区司法局会签了'关

于加强民事行政检察暨法律援助

工作的协作意见($ 该意见建立了

检察机关与司法行政部门在民事

行政检察%法律援助工作方面相互

配合 %相互促进的协作机制 !旨在

有效指导当事人正确行使申诉权

利!确保民事行政检察案件申诉渠

道畅通$

!罗建磊"

盐城盐都 江苏省盐

城市盐都区检察院近日组织省%市

人民监督员开展检察业务和法律

知识讲座 $讲座中 !该院公诉科科

长从公诉工作的主要任务和业务

范围 %案件的管辖和审查 %庭审程

序以及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

侦查案件拟作不起诉情形等内容!

向人民监督员作了系统讲解$

+

孙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