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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征
"

月
'"

日# 江苏省

仪征市检察院白沙法学社
+

名社员

列席该院检委会# 参与
*

起案件的

讨论%该院白沙法学社
(,

名社员均

为近年来招录的高学历青年干警#

此次安排他们列席检委会# 旨在给

他们提供实践锻炼和展示自我的机

会%今后#该院白沙法学社社员将轮

番列席检委会参与案件讨论%

!阚立青 姚琳"

隆德
"

月
'*

日# 根据宁

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县委安排#该

县检察院一名副检察长应邀做客该

县广播电视台 &政风行风热线'栏

目# 就群众关心的查办和预防职务

犯罪(司法救助(司法公开(诉讼监

督等工作作了解答# 表示愿意虚心

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 进一步改进

检察工作%

!田睿"

贵阳花溪 贵州省贵阳

市花溪区检察院干警近日到辖区党

武乡开展 &检务公开法治宣传'活

动%活动以检察长接待(发放宣传资

料(展示宣传板等方式#大力宣传检

察机关工作职责( 涉农扶贫领域职

务犯罪预防及控告申诉流程等内

容# 使群众深入了解检察机关受案

范围及相关法律知识%

!魏文波"

成武 山东省成武县检察

院近日对刑事被害人救助引入公开

听证机制%该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人民监督员和村委会代表#对

救助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和申请理由

及依据进行审议# 对于符合刑事被

害人救助条件的给予救助# 并建议

村委会通过民政部门申请社会救

助%

!李堂军"

宣恩 湖北省宣恩县检察

院公诉科干警近日邀请人民监督

员(公安干警(村委会成员依法对处

于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的未成年人

进行回访帮教# 详细了解其近期心

理和生活状况# 对存在的问题予以

教育矫正# 并积极对其进行法治教

育%据悉#这是该院今年以来对未成

年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后的第
+

次

回访%

!许丽"

龙泉 浙江省龙泉市检察

院近日首次以公开审查方式举行羁

押必要性审查听证会%听证会上#案

件承办人(侦查监督承办人(辩护人

以及案件发生地政府工作人员等代

表主要围绕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变

更刑事强制措施条件进行讨论#并

对其悔罪表现等情况从惩治犯罪角

度以及量刑方面发表了各自意见%

!季炳荣"

石家庄长安 河北省

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院近日成功送

达一份来自台湾桃园地方法院检察

署的法律文书# 这是该院办理的首

例涉台法律文书协助送达事宜%送

达过程中# 该院干警严格遵守司法

规范和法律程序# 注意与被送达方

沟通# 将签收文书及时寄回最高人

民检察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顺利完

成协助送达任务%

!吴兰萍 刘立新"

霍山 安徽省霍山县检察

院近日举办首届公诉人辩论赛%此

次辩论赛围绕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具

体案例的罪名定性问题展开# 控辩

双方从法条( 事实方面阐述己方观

点#引经据典#充分表现出两队辩手

的智慧和团队协作能力% 这是该院

打造&品质公诉'的一项新尝试#旨

在进一步提升公诉人的理论功底#

培养逻辑思维能力%

!余晓波"

晋宁 云南省晋宁县检察

院检察官近日为该县供电公司干部

职工做预防职务犯罪知识讲座%讲

座结合该院查办的案例# 分析了职

务犯罪发生诱因#从基建工程(物资

采购( 财务管理等易发生职务犯罪

的环节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

的预防建议# 倡导电力系统干部职

工珍惜岗位工作#远离职务犯罪%

!张金玲"

!

六七版中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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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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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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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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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编辑孙艳敏

山丹
"

月
'"

日#甘肃

省山丹县检察院检察官为县

地税局
$-

余名干部职工作了

预防职务犯罪专题法治讲座%

检察官结合真实案例#重点讲

解了当前税务系统职务犯罪

的特点( 发案原因及危害#提

出了具体的预防对策#并当场

进行了预防职务犯罪知识测

试%这是该院自今年
$

月以来

在全县开展&学好法(用好权#

促公正 (促清廉 '专项行动的

第
(.

次%

!石文纲"

博乐垦区 近日#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博乐垦区检

察院检察官应邀为第五师医

院
/%%

余名医务工作者上了

一堂预防职务犯罪专题法治教

育课% 检察官结合医疗行业的

特点和典型案例# 深刻剖析了

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及危害#

就算好人生&政治(经济(名誉(

家庭(情亲(自由(健康'七笔账

进行了深入剖析和讲解%

!黄润平"

桐柏 今年以来#河南

省桐柏县检察院成立了预防

职务犯罪风险点排查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 # 制订了实施方

案#动员相关单位认真查找本

单位的风险点#为预防预警提

供依据 %近日 #该县国土局根

据检察建议要求#及时针对发

案岗位(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

开展了风险点排查梳理活动#

建立了风险排查长效机制#有

效化解了职务犯罪风险%

!周清宏 乔梁 涂湘"

莘县 近日#山东省莘

县检察院廉政宣讲团到该县

中荷健康农业生态城重大工

程项目指挥部#通过在工程建

设指挥部悬挂廉政图片(召开

座谈会(举办警示教育专题讲

座 ( 设立举报箱等方式对管

理 (施工 (监理等关键岗位人

员进行警示教育#以确保政府

投资安全%

!张先武 侯亮亮"

青铜峡 今年以来 #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检

察院通过行贿档案查询(走访

调研等# 加强对工程建设(政

府采购等重大经济活动的监

督 )通过检察建议 (预防调查

等形式#帮助发案单位堵漏建

制(消除隐患%截至目前#该院

与该市
.%

余个部门建立了预

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

!马少军"

安顺 近日#贵州省安

顺市检察院与安顺监管分局

联合在金融银行业授信工作

中推行行贿档案查询#制定下

发了*安顺市银行业授信工作

查询行贿犯罪档案管理办法

!试行"+# 将行贿档案查询范

围从目前主要的工程建设(政

府采购领域拓展扩大到金融

信贷领域#从而进一步降低金

融信贷风险#有效遏制贿赂犯

罪发生%

!张红利"

彬县 陕西省彬县检

察院预防科检察官近日应邀

给城关街道办事处
&%

余名机

关和农村 &两委 '干部作了预

防职务犯罪专题法治讲座 %

检察官结合该院查办的乡村

干部职务犯罪案件 # 重点介

绍了涉农职务犯罪的种类 (

危害 # 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预

防对策% 听讲座的人员表示#

这次讲座让他们对职务犯罪

的概念和危害有了更加清晰

的认识%

!周鑫"

于都 近日#江西省于

都县检察院预防干警给在县

委党校学习的县直机关
0%1)

年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的近

百名学员作了预防职务犯罪

专题法治讲座 % 针对学员多

为年轻公务员的特点 # 此次

警示教育采取播放预防职务

犯罪微电影的形式进行 % 参

训学员纷纷表示 # 采用播放

微电影的形式开展警示教育#

寓教于乐 #易于接受 #深受启

发和触动%

!曾辉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