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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安徽

省铜陵县检察院召开全体干警大

会!开展
"$!%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公

开评议活动"该院各部门负责人述

职述廉!就履行岗位职责#落实$一

岗双责%#廉政风险防控#廉洁自律

等工作情况向全院干警作了汇报!

自觉接受广大干警的评议和监督"

!汪洋 陈成"

西平
!"

月
!!

日! 河南

省西平县检察院联合当地司法局

成立专项检查组!对社区矫正工作

进行检查" 检查组通过听汇报#查

资料#现场访等多种形式 !了解社

区矫正对象接受监管教育等情况!

对执行交付#矫正管理 #矫正效果

等进行了详细检查!并对存在的问

题和管理漏洞提出整改措施"

!赵洪友"

海伦
!"

月
!!

日! 黑龙

江省海伦市检察院开展以$规范司

法行为!提升司法公信 %为主题的

检察开放日活动"活动中 !与会代

表参观了检察院控申接待中心#办

案区#案管大厅等 !并听取了对检

察机关受案范围#办案程序等情况

的介绍"随后!该院与各界代表召

开了座谈会"

!王佐理 马晓丹"

渭南临渭 近日 ! 陕

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检察院在践行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中! 深入开

展 $平安创建# 你提意见我落实%

主题活动" 该院干警深入街道办#

站 &所'# 社区等基层单位! 面对

面 # 零距离倾听群众诉求 ! 共收

集到意见建议
#$

余条! 向群众答

疑解惑
!!$

余人次"

!何秦军 郭磊"

建宁 福建省建宁县检察

院干警近日深入该县看守所!通过

发放法治教育宣传单#播放法治教

育电教片!宣传羁押期间表现纳入

量刑情节制度#具体考核办法及典

型案例等!提升犯罪嫌疑人法律知

识和法治意识"

!邓高彬"

兵团第四师 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检察分院日

前对
"$!%

年所办理的反贪案件进

行质量评查"此次活动采取交叉评

查的方式!邀请
&

名特约检察员全

程监督! 评查内容包括办案程序#

法律适用#卷宗装订#法律文书#办

案纪律等"针对发现的问题 !该院

提出了相应的整改意见"

!赵彦成"

费县 日前! 山东省费县

检察院行装部门组织专人对院办

公# 办案等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

查!先后检查各场所的消防器材配

备 #安全出口 #疏散通道 #疏散标

志#应急照明灯设置等情况 !现场

指导开展消防自查!制定紧急疏散

预案!并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

出了整改意见"

!王守兵 贾俊天"

三穗 贵州省三穗县检察

院近日联合该县法院# 林业局#司

法局#森林公安局出台 (三穗县破

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生态补偿的

实施办法)" 该办法从生态补偿的

职责分工#协议签订 #协议履行验

收# 法律后果等方面予以明确规

定!鼓励毁林者自愿补植林木以恢

复受损生态!从而实现惩罚犯罪与

保护生态环境的$双赢%"

!樊必斌"

万全 河北省万全县检察

院近日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

了驻县市人大代表 # 市人民监督

员#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以及

县电视台记者等参加"与会代表参

观了该院检务公开大厅等基础设

施!听取了该院今年以来检察工作

情况以及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

工作情况汇报 ! 并就规范司法行

为#加强检察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

意见和建议"

!王平"

常州钟楼 近日!根据

江苏省常州市检察院 (集中开展

$百家机关评检察议法治% 走访月

活动方案)部署要求 !常州市钟楼

区检察院班子成员分别带队走访

了体育局#城管局#国土局#民政局

等行政机关!围绕民生和法治两大

主题! 通报检察工作开展情况!并

征求了各单位对检察工作的意见

建议"

!杨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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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
!"

月
!#

日 !甘

肃省山丹县检察院组织县国土

资源局
%$

余名干部职工到该

院廉政警示教育基地接受警示

教育"讲解员从反腐历程#党纪

国法# 典型案例等部分依次讲

起! 深刻剖析了权力私欲膨胀

下一些领导干部人生观# 价值

观扭曲!蜕变为国家$蛀虫%腐

化堕落的过程! 为国土资源局

干部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

!石文纲"

秦皇岛抚宁 近

日! 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检

察院为全区新任职的
"#$

余名

村干部举办了预防职务犯罪专

题警示教育活动" 检察官结合

涉农职务犯罪典型案例! 为新

任村干部讲解了职务犯罪的概

念! 在农村基层管理中易发的

职务犯罪罪名及其构成要件!

提醒他们要增强自身素质!主

动接受监督!把好权力#金钱#

美色$三关%!做到慎始#慎微#

慎欲#慎权#慎独"

!温明卓"

濉溪 安徽省濉溪县

检察院近日组织全体干警进行

了党风廉政知识考试! 考试内

容涵盖了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

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等相关知识和内容"该

院希望通过考试实现 $以测促

学#以学促廉#学有所获%的效

果! 以进一步提高全院干警拒

腐防变的$免疫力%!增强廉洁

自律意识"

!张大胜"

乐至 近日!四川省乐

至县检察院副检察长邓治家应

县司法局邀请! 为社区矫正工

作人员作了预防职务犯罪专题

法治讲座" 邓治家结合典型职

务犯罪案例#图片#视频#寓言

故事等! 着重解析了社区矫正

工作中易发职务犯罪的环节#

类型#特点#原因及危害!提出

了有针对性的预防对策和建

议"

!曾仁建"

长泰 福建省长泰县

检察院反渎局检察官近日应邀

为该县建设局全体干部职工上

了一堂预防职务犯罪法治教育

课" 检察官针对建设局的工作

职能!结合典型案例层层剖析!

指出当前工程建设领域渎职犯

罪发生的一般特点#主要环节#

发案原因! 并给关键岗位人员

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预防对策和

建议"该局干部职工表示!在以

后的工作中一定依法履职!依

法行政!远离职务犯罪"

!甘卫聪 黄从余"

伊宁垦区 日前!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伊宁垦

区检察院检察长率领职侦局#

控申科等部门负责人! 到七十

二团开展案后预防座谈会"检

察官通报了该团某连长因受贿

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

并针对该团在预防职务犯罪方

面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出了具体

的改进意见和建议! 受到该团

欢迎"

!赵成"

长丰 安徽省长丰县

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科检察官

近日应邀参加了朱巷镇陈庄村

市级土地整治项目技术交底暨

廉政教育会议" 检察官结合该

院查办的典型案例! 深入分析

了土地整治领域职务犯罪案件

的发案原因#特点及危害!提出

了完善监督制度# 加强自我修

养等预防建议! 提醒相关部门

和人员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将

工程打造为民心#优质#廉洁工

程"

!朱玉胜 陶美"

彬县 陕西省彬县检

察院预防科检察官近日为炭店

镇镇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共
'$

多人作了预防职务犯罪专题法

治讲座"检察官结合典型案例!

重点介绍了涉农职务犯罪的罪

名#发案特点#原因及危害!提

出了有针对性的预防对策和建

议!并告诫镇村干部!一定要依

法办事!廉洁自律!勤政为民!

做群众致富的带头人"

!周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