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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东昌府 为

加强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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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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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山东

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检察院警

示教育宣讲团应邀给希杰#聊

城$公司
&%%

余名班组长以上

干部开展了法律宣讲%宣讲团

'

名成员针对该公司的行业情

况和特点!结合典型案例介绍

了公司企业人员职务犯罪的

主要类型 "犯罪规律 "特点及

原因!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预防

对策&

!解黎明"

大名
!

月
&%

日 !河

北省大名县检察院检察官给

该县今年招录的大学生 '村

官(作了预防职务犯罪专题法

治培训%检察官结合该院查办

的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例!深入

剖析了村干部职务犯罪的发

案原因 )特点和规律 !分析了

职务犯罪对个人)家庭和社会

的危害!提醒他们在今后的工

作中遵纪守法!廉洁自律&

!鲁文涛"

唐河 今年以来!河南

省唐河县检察院开辟预防职

务犯罪宣传新途径!将最高人

民检察院推出的一组廉政公

益海报印在行贿犯罪档案查

询结果告知函的背面!使原本

生硬单调的法律文书生动起

来!把图文并茂发人深省的廉

政教育信息传递给查询企业)

个人和招标单位!更好地发挥

廉政文化的教化作用!提升了

预防宣传的社会效果&

!宋瑜静"

六安金安 近日!安

徽省六安市金安区检察院检

察官应邀为该市第八批大学

生 '村官 (作了预防职务犯罪

专题法治讲座&检察官结合典

型案例!就涉农职务犯罪的特

点)成因以及易发的风险点和

重点环节作了详细介绍!提出

了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和建

议 &大学生 '村官 (们纷纷表

示! 一定加强法律知识学习!

时刻筑牢廉洁防线&

!周文平 杜军"

准格尔旗 由内蒙

古自治区准格尔旗检察院与

京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联合

编撰的 *干净做事 清白做

人 +宣传读本近日印发 !成为

预防腐败的一剂精神良药%该

书选编了在全国电力系统有

影响的
()

件贪污贿赂典型案

例! 摘录了
*&

名落马高官的

忏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

用性!为企业干部学法用法提

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马引霞 王爱萍"

昭苏垦区 近日!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昭苏垦区检

察院检察官给垦区看守所民

警上了一堂预防职务犯罪法

治教育课% 检察官结合近年来

发生在全国各地监管系统的

职务犯罪典型案例!详细讲解

了司法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

罪的罪名) 构成要件及刑罚!

提醒监管人员提高责任意识!

切实维护监管场所安全%

!闫峰"

唐山曹妃甸 为

了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在京

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服务作用!

近日!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

检察院精心制作了廉政公益

广告宣传牌!对检察机关的工

作职能和预防职务犯罪理念

进行广泛宣传!有效扩大了预

防宣传的覆盖面和社会认知

度%这些宣传牌安装在唐曹高

速曹妃甸湿地路段两侧!让过

往人员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廉

政教育%

!刘子珍 王宝杰"

苍溪 近日!四川省苍

溪县检察院派驻龙王检察室

邀请本院预防局局长张慧为

*&+

余名镇村干部上了一堂警

示教育课%张慧结合发生在当

地的一起村干部典型职务犯

罪案例 ! 以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深入剖析了职务犯罪给家

庭和社会带来的危害%镇村干

部们表示! 一定引以为戒!踏

踏实实做事!做清正廉洁的带

头人%

!王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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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编辑孙艳敏

普定
!

月
&'

日!贵州省

普定县检察院组织全院干警开展

党纪政纪条规知识专题测试 %此

次测试试题包括填空)单选)多选

三类题型!内容涵盖*党员领导干

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检察机关

领导干部廉洁从检若干规定 +和

*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等知识%

!李敏灵"

黄梅
!

月
&"

日!湖北省

黄梅县检察院召开专题学习研讨

会!围绕'严以律己!严守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自觉做政治上的,明

白人-(的主题!就如何'担当负责)

争作为)守规矩(进行讨论!并就查

找'律己不严(问题)剖析思想根源

和明确努力方向等进行交流发言%

!王全胜 桂靖雷"

柳城
!

月
&%

日!广西壮

族自治区柳城县检察院太平乡镇

检察室联合该院未检办! 到所辖

的龙头镇社工服务站开展暑期青

少年安全普法活动% 通过情景剧

表演)知识抢答)赠送卡片等生动

有趣)寓教于乐的活动形式!告诉

孩子在遇到危险时的应对办法 !

帮助他们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李春媚"

泾川
!

月
&%

日!甘肃省

泾川县检察院全面启动'学好法)

用好权 )促公正 )促清廉 (专项巡

回宣讲活动% 该院宣讲团主要负

责联系和发放预防职务犯罪警示

教育片 ) *预防职务犯罪教育读

本+)*检务公开手册+) 廉政公益

海报) 预防职务犯罪微电影活动

资料等具体工作! 同时督促和指

导被宣讲单位参加 '预防职务犯

罪先进单位(创建活动%

!左宇平"

社旗 河南省社旗县检

察院近日召开办案安全工作研讨

会 %会上 !该院反贪 )反渎部门干

警围绕办案安全是红线)底线)高

压线! 以及没有安全就没有质量

的办案理念进行了研讨! 结合
",

篇论文交流办案体会! 诠释安全

意义!并就完善应急体系)无缝隙

管理提出了意见建议%

-

宋德明 王柯婷
.

洛南 陕西省洛南县检察

院涉密信息系统分级保护建设工

作近日正式启动%该院聘请指定的

专业电脑安全公司对检察内网进

行保密技术论证! 在物理隔层)综

合布线等方面进行系统优化升级%

同时!对全体干警进行保密工作和

内网分级保护系统应用培训!进一

步规范保密信息操作%

!赵亚军"

东台 江苏省东台市检

察院日前组织相关部门认真学习

江苏省检察院对各省辖市院涉案

财物专项检查情况的通报! 并将

通报的问题作为规范司法行为专

项整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该院案

管部门还牵头开展案件质量评

查! 对涉案财物工作是否存在问

题进行排查整改! 确保每起案件

涉案财物的扣押)管理)处理工作

依法规范%

!陈静秋"

银川金凤 宁夏回族

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检察院近日

成立
/

个案件复查小组!按照*宁

夏检察机关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

治工作重点问题排查表+ 中所列

的
"++

项问题!对
&+"(

年至
&+"/

年上半年以来的
!++

余本卷宗逐

一进行排查! 做到查找问题不走

过场)不留死角%

!李彦敏"

通江 四川省通江县检察

院近日联合当地法院) 公安局)司

法局制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适

成年人到场参与刑事诉讼实施办

法+! 首次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明

确在该县建立合适成年人库!并对

合适成年人的任职)免职)建库作

了详细规定!以增强合适成年人到

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使

制度更好地得以贯彻执行%

-

白永东"

大埔 日前! 广东省大埔

县检察院开展 '纪律教育学习月(

活动%该院检察长以'守纪律)讲规

矩! 争当忠诚干净担当的表率(为

主题! 为全院干警上专题党课!要

求干警深入学习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强化党性意识和纪律观念%

!李艳艳 刘育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