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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南
!

月
"#

日!青海省

贵南县检察院召开规范司法行为

专项整治工作暨"规范司法行为强

化年#民主生活会$会上!班子成员

及各科室负责人结合自身工作实

际 !分别作了深刻 %全面的对照检

查! 并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此

次活动是该院践行 &三严三实#主

题教育活动的具体举措$

!杨仕福"

开县
!

月
"$

日!重庆市

开县检察院对
!

名新进干警进行

了岗前培训!组织学习了检察工作

流程 %规章制度 %检察职业道德及

廉政纪律$ 该院检察长提出要求!

希望新进干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恪守职业道德!立

足本职!爱岗警业$

!王云辉"

彭州
!

月
%$

日!四川省

彭州市检察院与当地公安局联合

开展普通刑事案件以案评案活动$

活动结合现场勘验%检查%搜查%扣

押% 鉴定等侦查环节的具体案例!

梳理和分析侦查人员在侦查中出

现的证据收集和程序瑕疵问题!进

一步促进规范司法$

!李方华 宋彭花"

沙县
!

月
"&

日!福建省

沙县检察院联合该县法院%公安局

等单位召开社区矫正工作联席会

议$大家共商社区矫正各环节存在

的问题和解决对策!制定了加强政

法各部门沟通联系% 信息共享%完

善监管档案%加强司法监督的会议

纪要!切实推进社区矫正工作依法

规范开展$

!陈茂青 许文章"

会昌 今年以来! 江西省

会昌县检察院联合该县县委政法

委%法院%公安等单位制作&会昌政

法#手机报!开设了政法要闻%图片

新闻%平安会昌%热点链接%干警风

采 %法治课堂等栏目 $该院积极投

稿 !及时传递检察 &好声音 #!促使

廉政理念入眼%入脑%入心$

!郑弗军"

融安 广西壮族自治区融

安县检察院驻所检察室日前与该

县看守所%武警中队共同召开联席

会议 $会上 !驻所检察室主任讲解

职务犯罪预防相关知识!要求干警

加强责任心 %自觉性 !严格遵守规

章制度 !重点指出了在收押 %提审

时有可能发生的隐患!建议武警中

队%看守所%驻所检察室加强沟通%

配合!共同确保看守所安全$

'

莫承卫
(

滨州沾化 近日!山东

省滨州市沾化区检察院派驻下洼

检察室对辖区
)

个乡镇的干部及

村 &两委 #成员开展 &四个一 #廉政

教育活动 ! 包括组织一次专题学

习 %讲授一堂廉政教育课 %观看一

部警示教育片%组织一次廉政教育

参观等内容!以强化基层干部的纪

律作风建设$

'

张甲良
*

五家渠垦区 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五家渠垦区检察院

近日结合当前开展的规范司法行

为专项整治工作!以查找办案中存

在的不足为出发点!开展了
+,")

年

度案件评查活动$此次案件评查的

范围是今年上半年该院办结的不

捕%不诉%职务犯罪案件!以及公诉

部门每位承办人被抽查的一起审

查起诉案件$

!关小琴"

天津津南 天津市津

南区检察院积极服务辖区村&两委#

换届选举工作$近日!该院以巡回宣

讲%印发宣传材料%摆放宣传展板%

提供法律咨询等形式! 营造依法选

举的良好氛围' 重点围绕选举中存

在的难点开展调查研究! 对换届选

举中可能出现的苗头性% 倾向性问

题!做好分析研判和预警预测$

!王玉山 李婧"

南陵 安徽省南陵县检察

院近日与该县公安局举办联席大

课堂!就刑事案件提请逮捕需注意

的相关问题为办案干警答疑解惑$

课堂上!该院重点阐述了修改后刑

诉法实施后逮捕条件发生的变化!

强调公安机关在报请批捕时要做

好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审查!注

重证据的客观性 % 合法性及关联

性!并就相关问题与公安人员进行

交流$

!闻林 王泽华"

米易
!

月
"-

日!四

川省米易县检察院在县城中

心地段!利用
./0

显示屏循

环发送廉政格言警句 &戒酒

戒色戒贪欲! 律己律妻律子

女#和&妻贤夫祸少!子孝父

心宽!管好家里人!一生保平

安#$时时提醒广大党员干部

坚守廉洁底线! 远离职务犯

罪!珍惜幸福生活$

!张光林 林雄飞"

方城 前不久! 河南

省方城县检察院查办了一起

乡民政助理员贪污农村低保

金案$该案办结后!该院迅速

启动城乡低保专项预防调

查! 与县民政局联合成立了

专项预防领导小组! 健全完

善了低保对象审批% 动态跟

踪等制度! 规范了低保金发

放的渠道和方式$截至目前!

该县民政部门完成了对全县

低保对象的核查! 对不符合

标准的
%1!

户办理了停发手

续$

!岳阳 郑军"

阜宁 近日! 江苏省

阜宁县检察院和县邮政分公

司联合举行了 &预防职务犯

罪邮路#启动仪式!成立了以

邮政投递员为主体的 &预防

邮路#志愿服务队!充分发挥

邮政邮路网络优势! 深入基

层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宣传 !

构建起了多渠道%多层次%全

方位的预防职务犯罪体系$

!田余祥"

宣城宣州 安徽

省宣城市宣州区检察院近日

组织该区财政局全体干部到

该院警示教育基地接受警示

教育$ 检察官结合发生在财

政系统的典型职务犯罪案例

以案释法! 借助大量的图片

展板% 忏悔书及视频% 反腐

墙等! 警示参观者要遵纪守

法! 给他们带来心灵上的强

烈震撼$

!张志勇 胡善忠"

烟台福山 近日 !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检察院

针对建设系统特点! 为他们

量身定制了五步 &预防套

餐#$一是组织区住房和建设

管理局干部到职务犯罪警示

教育展厅接受警示教育 $二

是播放典型案例和专题片 $

三是举办专题讲座! 提出预

警建议$ 四是到重点工程工

地播放法治微电影% 廉政公

益广告及警示短片$ 五是在

有线电视开辟专栏! 将典型

案例剖析纳入法治影视菜

单$

!丁浩"

社旗
&不管是因私

欲贪腐!还是因赌气贪腐!都

是自我放纵%不敬畏规矩%不

信守诺言% 不恪守法度的表

现! 最终都因触法走上不归

路而失去自由$ 希望每一位

党员干部汲取教训! 引以为

戒$#近日!河南省社旗县检

察院为全县行政% 企事业单

位%村&两委#干部上了一堂

警示教育课! 提醒他们加强

自律!坚守法律红线%纪律底

线%道德防线$

!宋德明 董旭"

保定竞秀 近日 !

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检察院

与该市向阳航空科技有限公

司召开预防工作座谈会 !制

定了(竞秀区检察院%向阳航

空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联合开

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实施

意见)!建立了预防职务犯罪

宣传%信息反馈%案件线索移

交和办案协作等工作机制$

!郑学彬"

洞口 今年以来 !湖

南省洞口县检察院创新廉政

教育方式! 设立了检察廉政

微信群$ 该院纪检组定期发

送工作学习%修身养性%廉政

动态%政策解读%警示案例等

信息! 并组织干警围绕当前

反腐倡廉的热点问题发起讨

论!交流心得!使廉政教育真

正做到生动有趣%深入人心!

营造了风清气正% 干警清廉

的良好氛围$

!袁仁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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