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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宁 江苏省阜宁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干警举办 !沐铁军风"

铸检察魂 #主题演讲比赛 $参赛干

警结合老一辈革命家的感人事迹

和自己的工作经历%讲述如何在司

法办案中以铁军精神干好检察工

作%充分展示了阜宁检察干警的工

作风貌$

!王书国"

乌鲁木齐天山 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

区检察院近日开展涉案财物专项

检查工作$该院案件管理办公室联

合纪检监察室&办公室%对
!"#$

年

录入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涉案财

物进行了全面检查%促进涉案财物

的规范管理%以确保规范司法行为

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张军"

崇信 甘肃省崇信县检察

院干警近日深入该县新窑镇开展

!下访巡访#活动%针对群众关注的

退耕还林 &灾后重建 &征地补偿等

问题% 进村入户征求意见建议%并

组织该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该

镇人大代表&部分干部群众代表参

加下访巡访征求意见建议座谈会$

!范克胜"

莘县 山东省莘县检察院

自主拍摄的微电影 '歧路 (近日在

聊城市首届微视频电影大赛中荣

获了优秀作品奖$影片讲述了该院

派驻朝城检察室查办辖区内西王

村村支书侵占村集体土地赔偿款&

贪污补偿款的真实案例%展现了检

察干警立检为公&司法为民的不懈

追求$

!相慧"

银川金凤 宁夏回族

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检察院近日

召开疑难案例研讨会 % 组织公诉

干警对近期受理的
%

起疑难案件进

行讨论 $ 与会干警围绕案件的事

实 & 证据提出问题 % 发表意见 %

相互讨论 % 并得出结论 $ 此次研

讨会不仅解决了办案中的 !疑难

杂症#% 对提高办案能力和水平也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马芬"

桐城 为应对涉检网络隐

患%近日%安徽省桐城市检察院编发

了'涉检网络舆情应对预案(%内容

涵盖了工作目标&组织机构&工作职

责&监测内容&预警等级&工作要求

等% 特别要求机构组成人员大力开

展网上巡查% 全面收集涉检网络信

息%预先进行风险评估分析%并及时

采取应对措施$

!王国华"

桂林七星 广西壮族

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检察院近日

召开
!&#$

年度党组 !三严三实 #

专题民主生活会 $ 会上 % 该院党

组副书记通报了
!&#$

年民主生活

会征求意见的整改情况 % 该院检

察长代表院党组围绕 !三严三实#

作深刻剖析 % 查找践行 !三严三

实 # 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具体

表现 % 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 %

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

!卿艳凤"

白水 陕西省白水县检察

院近日举办
!&#$

年新进公务员岗

前培训$该院抽调反贪&公诉&案管

等部门办案能力强& 业务技能精&

经验丰富的部门负责人&业务骨干

组成培训组%通过讲解刑事诉讼流

程 &进行案例指导 &开展经验交流

等形式%帮助新进人员尽快熟悉检

察业务$

!张旭芳"

平遥 山西省平遥县检察

院近日举行
!&#$

年度司法救助金

发放仪式$

!&#$

年以来% 该院控申

部门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

工作理念 %认真贯彻实施 '关于建

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

'

试行
(

(%协同院内业务部门积极开

展司法救助工作%并积极与有关单

位沟通%力促救助资金快速到位$

!王利梅"

承德 近三年来% 河北省

承德县检察院积极实施刑事被害人

救助机制% 通过联系协调有关部门

和组织干警捐款捐物等措施% 对生

活确实存在困难的被害人实施救

助%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实现了社

会和谐稳定$截至目前%该院共为
)

起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未成年子女申

请财政和民政补助
*

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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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县
!&#$

年以来 %

陕西省彬县检察院职务犯罪

预防部门充分发挥侦防一体

化优势%结合本院查办的职务

犯罪案件% 积极开展同步预

防$据统计%该院全年向有关

单位发出检察建议
+

件%举办

预防职务犯罪专题法治讲座

!)

次% 组织相关单位干部职

工到监狱开展警示教育
*

次%

受教育人数达
!*&&

余人$

!周鑫"

六安金安 近日 %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检察院

撰写的调查报告 '金安区检

察院查办惠农扶贫领域职务

犯罪情况分析( 得到区委领

导的批示与肯定$ 该报告结

合
!&#%

年以来该院在惠农

扶贫领域查办的职务犯罪案

件%对这类案件的特点&发案

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 提出

了具体的预防措施及建议$

!周文平 杜军"

顺昌 福建省顺昌县

检察院近日组织
#,&

余名新

任村干部到该县警示教育基

地接受警示教育$该警示教育

基地由该院和县纪委联合筹

建% 占地面积
$&&

余平方米$

自
!&-$

年
,

月
-

日开放以

来%已接待参观者
*&

批次%受

教育党员干部
!&&&

余人$

!陈志民"

沛县
!&-$

年以来 %

江苏省沛县检察院充分发挥

职务犯罪预防协会和驻乡镇

检察室等的优势%对乡镇!七

站八所# 负责人和村干部开

展职务犯罪预防教育% 使他

们充分认识到职务犯罪的危

害及犯罪所要承担的法律后

果%提高自身遵纪守法意识$

同时%定期邀请纪检监察&公

安& 审计等执纪执法部门和

农业&林业&水利&民政&扶贫

等涉农部门召开联席会议 %

把预防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纳

入预防网络% 有效遏制了职

务犯罪发生$

!李培友 张庆斌"

青铜峡
!&-$

年以

来%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

市检察院不断创新预防职务

犯罪工作方式% 对立案查处

的
-!

件贪污贿赂案件%全部

按照!一案一剖析&一案一约

谈& 一案一教育& 一案一建

议&一案一回访#的!五个一#

标准进行个案预防% 预防率

-&&.

$通过个案预防%帮助发

案单位整章建制%堵塞漏洞%

取得了!办理一起案件%完善

一套制度%教育一批干部%治

理一方环境#的效果$

!赵清萍 张娟"

山丹
!&-$

年以来 %

甘肃省山丹县检察院组织干

警分赴位奇镇& 陈户乡等
/

个乡镇% 开展预防农村职务

犯罪进乡村宣讲活动$ 宣讲

人员结合近年来发生在该县

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 从犯

罪现状&发展趋势&犯罪手段

等方面剖析了农村干部职务

犯罪的成因&特点及危害%提

出了有针对性的预防对策 %

告诫村干部依法履职尽责 %

远离职务犯罪$

!石文纲"

桐柏 近日% 河南省

桐柏县检察院干警走进乡镇

村组% 对该院近年查办的涉

农领域贪污& 受贿案件开展

分析调研%进行系统总结%找

出容易滋生腐败的关键环

节%并针对国家粮食补贴&退

耕还林资金& 国家惠农专项

资金的申报&批准&发放等环

节提出相关预防建议% 为涉

农资金的合法& 有序使用提

供了保障$

!周闻胜 乔梁 郭冬冬"

政和 福建省政和县

检察院检察官近日为在县委

党校接受培训的
!&&

余名新

一届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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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涉

农职务犯罪案例% 剖析了农

村干部职务犯罪的特点 &原

因和危害% 提出了有针对性

的预防对策和建议$

!李培昌 邓玉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