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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顺义 近日!北

京市顺义区检察院与区监察

局等
!

家单位联合出台"关于

建设工程项目及政府采购领

域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暂行

办法#$ 该 "办法% 对廉洁准

入制度的适用范围 & 操作程

序 & 职能分工 & 惩戒机制予

以明确 ! 旨在进一步发挥行

贿犯罪档案查询在招投标环

节的管控作用!把好企业廉洁

'入口关($

!郭航"

银川金凤 宁夏回

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检察

院近日与干警家属签订了)党

风廉政建设承诺书%! 此举旨

在加强干警家属对党风廉政

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协助干警

保持健康的社交圈& 生活圈!

把好权力关&金钱关&人情关!

真正做到对自己& 对家庭&对

单位履责&尽责&负责!筑牢家

庭拒腐防线$

!李彦敏"

南宫 今年以来!河北

省南宫市检察院将每月的第

一周定为廉政教育周!以廉政

漫画 &廉政格言警句 &廉政故

事等形式!感染&激励&启迪干

警 ! 同时在辖区街道设置了

'检察官信箱(!在官方网站向

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和电子邮

箱!建立全方位的监督和投拆

渠道! 确保将党风党纪教育&

正风肃纪活动和警示教育常

态化$

!张立宏"

成武 近日!山东省成

武县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宣

讲团给参加培训的该县农村

党支部书记上了一堂生动的

警示教育课 $今年以来 !该院

尝试 '订单式 (警示教育宣讲

模式!根据警示教育对象的需

要!量身定做有针对性的宣讲

内容和课件 !用身边人 &身边

事开展警示教育!受到了基层

干部的欢迎$

!黄辉"

营山 针对建筑 & 交

通等领域存在的安全隐患以

及事故背后的玩忽职守 & 不

作为& 慢作为等情况! 近日!

四川省营山县检察院与该县

安监部门召开工作协调会暨

警示约谈会 ! 形成了加强安

全监管及问责的实施意见 !

推动建立了重大责任事故通

报介入& 案件线索移送协查&

说情干扰登记以及 '一案三

查 ( 四项机制 ! 以确保人员

生产双安全$

!罗伟 刘捷"

太白 近日 ! 陕西省

太白县检察院检察官应邀给

该县信用联社
!"

余名干部职

工作了预防职务犯罪专题法

治讲座 $ 检察官结合该院查

办的典型职务犯罪案例 ! 对

金融系统职务犯罪的发案原

因 & 特点及危害进行了深入

剖析 ! 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预

防对策和建议$

!袁延鸽"

水富 为进一步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和自身反腐败

工作 !日前 !云南省水富县检

察院调整充实了该院党风廉

政建设领导组和物资采购&工

程建设领导组 ! 检察长退出

人&财&物&重要物资采购和工

程建设具体管理工作!纪检组

组长不再分管具体业务!从制

度上明确了院党组及其班子

成员&各部门负责人的廉政主

体责任$

!李义梅"

唐山曹妃甸 近

日!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检

察院与唐山港口公司联合举办

了预防职务犯罪展览! 该公司

主管以上领导干部近
#$%

人参

观了展览 $ 此次展览共展出

$"

个展板! 包括形势政策篇&

典型案例篇& 警示忏悔篇& 预

防成果篇四个部分! 解读& 剖

析了有关职务犯罪的相关法律

规定及典型案例! 深刻揭示了

职务犯罪的危害$ 参观人员表

示! 一定吸取教训! 筑起抵御

违法犯罪的思想防线$

!周宝明 刘振池"

界首
&

月
'

日!安徽省界

首市检察院对聘用人员进行了专

题教育! 强化他们的责任意识&服

务意识$该院纪检组长与聘用人员

进行谈话!要求他们正确认识自己

的工作岗位 ! 认真履行好岗位职

责!做到严格执行法律准则!自觉&

主动地接受组织管理!加强八小时

以外的自我约束$

!汤松晖"

邢台 河北省邢台市检察

机关新时期检察业务能力提升班

日前在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

院开班$该市检察院检察长带领市

县两级检察院的
()

名检察官走进

政法大学课堂!当起了学生$课上!

讲课教授为检察官们讲解了司法

体制改革和立法前沿动向$ 课后!

还就实践中一线工作遇到的问题

同检察官进行交流研讨$

!王颖"

利川 湖北省利川市检察

院侦查监督科干警近日受邀到该

市凉务乡派出所!与该所相关人员

交流复杂刑事案件侦查取证方向&

取证程序的合法性及证据固定相关

工作! 并对该所正在办理的
'

起案

件进行证据分析!在侦查取证的方

向上提出合理建议$

!陈小玲"

青铜峡 宁夏回族自治

区青铜峡市检察院近日开办'素能

讲堂(!规定每周五下午组织全体干

警集体学习'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

治工作(相关文件$学习结束后!干

警还要结合工作找不足!提出需要

整改的问题$活动开办一周以来!该

院干警共提出了需要整改的问题

')

条!已经整改
#(

条$

!马少军"

浦城 福建省浦城县检察

院近日结合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

工作!开展案件统一清查活动$该院

对第一季度判决生效的案件进行集

中排查!对应当公开而没有公开的

案件进行统计核查!责成承办人予

以公开$同时!建立内勤定期清理&

科室负责人定期抽查&承办人一案

一公开的文书公开机制$

!陈金英 潘剑翎"

青州 山东省青州市检察

院近日对该院侦监&公诉部门第一

季度办结的案件进行质量评查!从

案件质量评查人才库中随机抽取
!

人组成评查小组!采取网上评查的

方式 !着重围绕证据采信 &事实认

定& 文书制作和使用及诉讼参与人

权利保障等方面进行认真审查$评

查结束后!评查小组还针对活动中

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建议$

!张甜 王标"

镇江润州 江苏省镇

江市润州区检察院日前制定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重点诉讼环节备案工

作的规定%!为司法办案划定'红色

警戒线($ 该规定以逐项列举的方

式! 对业务部门的重要司法办案行

为&向检察长和纪检部门报备&案件

质量瑕疵认定及追责等事项作出明

确规定$

!尚明刚"

贵港港南 近日!广西

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南区检察院派

出宣传小分队进村入屯为群众发放

防火宣传图册!并为群众讲解森林

法&刑法等相关法律知识!呼吁群众

安全祭祀 &文明扫墓 !努力营造清

新&文明&平安的祭祀氛围!共同保

护绿色生态环境$

!郭姗"

施秉 贵州省施秉县检察

院日前制作 )生态环境保护告知

卡%!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履

行的义务&法定禁止行为&破坏生态

环境犯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举报电

话等在告知卡上进行明示!通过赶

集&进村入户等多种方式发送给广

大群众!倡导全社会共同维护生态

环境$

!廖仁君"

巧家 云南省巧家县检察

院检察长近日带领办公室人员深入

挂钩扶贫的老店镇法土南村开展

'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意见

征集活动$检察长一行通过与村委

会干部座谈交流&走访群众等方式!

认真听取意见!充分接受监督!为深

入开展好专项整治工作&提高群众

对检察工作的满意度夯实了基础$

!蒋华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