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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县
!

月
"!

日! 重庆市

忠县检察院向社会聘请了
#$

名党

风廉政监督员! 他们主要负责了解

并反映检察人员执行国家法律法

规"党的方针政策等情况!对检察人

员司法办案" 纪律作风建设情况实

施监督! 直接反映或转递有关检察

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检举"控告!对

检察院自身反腐倡廉方面存在的问

题提出意见建议#

!付明兰"

上犹 江西省上犹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主管检察长"反贪局长"

侦监科长及公诉科长进行集体会

诊! 对重大复杂疑难的职务犯罪案

件进行全面分析! 并就侦查人员收

集证据的范围"方法"途径"证明内

容进行引导! 以期达到明确证明标

准"排除非法证据"保障嫌疑人合法

权益的目的$

!曹健"

台前 今年以来!河南省台

前县检察院以派驻乡镇检察室为载

体!通过举报宣传周%普法宣传日"

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等活动形

式!深入村庄"农户"企业"学校开展

宣传!征求意见建议$同时!还大力

宣传检察工作职责"办案流程"办案

纪律等内容! 以期实现检务公开城

乡全覆盖$

!刘国英 丁霞"

阳西 广东省阳西县检察

院近日召开检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 深入学

习贯彻检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有

关精神及要求!结合该院实际!借鉴

佛山" 深圳等地的可复制可推广经

验制定方案! 统筹研究解决该院试

点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和问题! 全面

系统推进各项检察体制改革$

!曾艺"

库伦旗 内蒙古自治区库

伦旗检察院近日对
%&"$

年以来办

理的
!'

件审查逮捕案件开展逐案

评查!重点针对不捕"非访案件进行

自查自评!从事实认定"法律适用"

程序规范" 文书制作等方面对案件

质量综合进行评价! 推进规范司法

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深入开展$

!武文超"

关岭 贵州省关岭县检察

院近日制定了 &职务犯罪案件质量

评查标准'&权利义务告知清单'&责

任义务清单'!从案件受理%案件初

查%立案程序%告知权利义务%侦查

措施%强制措施%侦查途径%案件处

理%案件归档规范等方面作出规定!

为提高案件质量% 规范司法行为奠

定基础$

!曾孝禹"

荆门掇刀 曾连续
(

年

获得湖北省荆门市检察机关反贪业

务考评第一名的该市掇刀区检察

院!查办职务犯罪工作再创佳绩$今

年上半年!该院重点查办国资%征地

拆迁%高新区%银行%房地产开发等

领域的职务犯罪! 共查办贪污贿赂

案件
)

件
)

人% 渎职侵权案件
(

件

$

人$

!罗光旭"

民乐 甘肃省民乐县检察

院案管中心近日抽调
)

人组成评查

小组!对该院侦监%公诉部门前两季

度办结的案件!重点从证据采信%事

实认定% 法律文书制作和使用及诉

讼参与人权利保障等方面开展评

查$评查结束后!还对结果进行了通

报! 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整改

意见$

!夏爱"

宁国 安徽省宁国市检察

院近日向该市人大常委会作了惩治

和预防职务犯罪专项工作报告$报

告回顾了该院近
*

年来惩治和预防

职务犯罪工作的基本情况% 主要做

法以及当前面临的突出困难和下一

步工作思路$ 该市人大常委会对该

院紧紧围绕地方发展大局! 积极惩

治和预防职务犯罪! 促进国家工作

人员依法% 廉洁从政的做法给予充

分肯定$

!李再娟"

枣庄市中 今年以来 !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检察院通过建

立案件流程查纠机制! 规范侦查监

督司法行为$该院以承办人意见%科

室讨论% 检察长决定三级审核为基

础!及时发现和纠正在阅卷%提审%

汇报讨论等各个环节中存在的问

题!切实保证了案件质量$

!武兴才 吕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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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秀峰
!

月
+!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

峰区检察院组织辖区派出所

所长和民警到该院反腐倡廉

警示教育基地接受警示教育$

检察官结合典型职务犯罪案

例!深入分析了职务犯罪案件的

发案原因%特点及危害!从自身

修养%家庭助廉%朋友交际%建立

规章制度等方面提出了有针对

性的对策和建议$

!朱程路"

镇江京口
!

月
+(

日!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检察

院为即将参与谏壁街道王家

花园拆迁工程的
)&

余名工作

人员举办了预防职务犯罪警

示教育会$检察官结合该院查

办的发生在拆迁补偿领域的

职务犯罪案例!分析了容易发

生职务犯罪的关键环节!提出

了具体的预防对策!并在拆迁

现场设立了热线电话和联系

信箱$

!祝瑞庭 戴志刚"

昭苏垦区 日前!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昭苏垦区检

察院检察官给第四师七十二

团
+(&

名党员干部作了预防

职务犯罪专题法治讲座$检察

官围绕(重修养!强素质!自觉

远离职务犯罪 )主题 !结合第

四师近年来发生的有较大影

响的典型案例!从职务犯罪的

概念 %常见罪名及刑罚 %发案

的主客观原因等方面进行了

详细讲解#

!闫峰"

康保 今年以来!河北

省康保县检察院充分发挥预

防职能!提升干部廉洁自律意

识 !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务环

境#在农村(两委)换届选举前

后 !深入到各乡镇 !有针对性

地开展职务犯罪警示教育讲

座
+&

场#预防干警参加市院职

务犯罪预防宣讲团! 在万全县

杏花沟培训基地讲课
+&

余次#

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

次!现场监督招投标
*

次!围绕

该县村干部职务犯罪频发等现

象开展预防调查
(

次#

!韩建清 张艳琰"

北京怀柔 为不断

增强预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北京市怀柔区检察院近

日与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怀柔管理部签订职务犯罪

预防协议 ! 双方将在职务犯

罪预防咨询 % 调查和警示教

育 % 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移送

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共同开

展廉政风险防控!积极预防职

务犯罪#

!蒋丹"

苍溪 今年是四川省

苍溪县检察院的 (预防文化

年)# 该院积极向社会各界征

集预防文学文艺作品!在全县

巡回演出 %宣讲 !在人群密集

的车站 %码头 %乡镇集贸市场

等地设置以预防职务犯罪为

主题的廉政公益广告!在县电

视台开设预防栏目开展预防

宣传!并创办了&预防专刊'#

!王洪录"

重庆九龙坡 今年

以来!重庆市九龙坡区检察院

与重庆市天泰铝业有限公司

积极开展共建!有针对性地开

展适合国企干部员工的预防

职务犯罪活动#该院联合公司

纪委对公司
$

名党委委员进

行集体谈心!提醒他们起好带

头表率作用! 正确对待权力*

针对公司重点领域"关键岗位

+)

人进行个别谈心!提醒他们

管住欲望 ! 增强拒腐防变意

识 $近日 !又组织该公司开展

了全员预防职务犯罪知识竞

赛活动$

!陈泓伶"

宝鸡渭滨 近日!陕

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检察院开

通了职务犯罪预防微信公众

平台$ 该平台将通过文字"图

片 "视频等形式 !发布本院预

防工作动态!宣传预防职务犯

罪知识 !开展预防咨询 "行贿

犯罪档案查询"法律法规数据

库查询等业务 ! 提供便民服

务!扩大预防效果$

!张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