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六七版中缝
"

!

信息快车
（
!

月
!"

日）

本栏邮箱
!#"#$%&'$()

见习编辑高 媛

!

二三版中缝
"

洛阳西工
!

月
"

日 !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检察院召开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民主生活会$

会上!该院检察长代表院党组班子

作了对照检查!并带头对自身存在

的问题进行查摆剖析!主动进行自

我批评$其他班子成员依次作了自

我对照检查! 并联系自身实际!查

摆个人问题$

!楚 楠 韩文娟"

大英
!

月
"

日!四川省大

英县检察院召开年度述职述廉测

评会$该院党组副书记 %副检察长

代表党组汇报了
#$!%

年各项检察

工作和廉政建设情况!党组成员也

各自从德%能%勤%绩%廉等方面进

行了汇报$考核组对该院领导班子

和班子成员的履职和廉洁自律情

况进行了民主测评!并与部分干警

进行了座谈$

!蒋国荣 王亚红"

宁津
!

月
"

日!山东省宁

津县检察院组织干警观看共产党

员网党性教育基地网上展馆!通过

观看视频%阅读文字资料 %撰写心

得体会等形式 ! 开展网上党性教

育! 充分发挥红色教育的导向%凝

聚%约束和激励作用 !切实加强队

伍作风建设! 努力打造政治过硬%

业务过硬%作风过硬的检察队伍$

!董海徽"

盐城大丰
!

月
&

日 !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检察院召开

文字工作专题会议! 部署
#$'(

年

调研%信息%宣传工作$会上 !该院

各专职文字人员分别就
#$)%

年工

作中存在的不足以及
*+!(

年工作

总体思路提出对策和建议$该院分

管副检察长从苦干实干 % 统筹兼

顾%创优争先等方面 !对新一年的

文字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颜进"

安顺平坝 贵州省安

顺市平坝区检察院日前获批涉及

国家秘密的信息系统使用许可证$

据悉!该证由安顺市国家保密局批

准颁发!标志着该院涉密信息系统

依法依规正式投入使用!进而为网

络安全性%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保密

性等提供坚实的保障$

!杨立"

贵溪 江西省贵溪市检察

院法治宣讲团近日应邀来到辖区

流口镇!为该镇全体乡镇干部上了

一堂&涉农专题 #的预防职务犯罪

廉政课! 该镇
($

余名乡镇干部和

村支书%会计参加 $主讲检察官结

合近年来该院查办的具体案例!重

点围绕&三农#相关政策!从征地拆

迁%惠农涉农资金管理等方面进行

讲解$

!杨思思"

泰宁 福建省泰宁县检察

院近日联合该县妇联到下渠乡为

留守妇女儿童送上新年&法律大礼

包#$ 该院干警针对近年来办理的

侵害妇女儿童权益案件!讲解了相

关法律知识!并针对该县因外出务

工%经商而留守的妇女儿童维权意

识淡薄的实际情况!联合该县妇联

制作了法律知识漫画展板和手册$

!吴艳琴 潘修文"

太和 近日! 安徽省太和

县检察院应邀参加该县国税局召

开的执法监督工作会议$该院预防

科科长在会上通报了近两年来全

省国税系统职务犯罪情况!分析了

国税系统职务犯罪发案原因%危害

及预防对策$此次会议旨在拓宽检

察监督渠道!完善监督网络 !推进

国税系统党风廉政建设$

!李磊磊"

兵团第六师 日前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检察院第六师

分院召开师两级检察院深化学习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专题辅导视

频会议$对此!该院检察长作了专

题辅导!重点讲述了'准则('条例(

的重大意义 %主要亮点 !并对 '准

则('条例(逐条辅导讲解$

!聂新华"

中宁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

宁县检察院近日召开"三严三实)专

题民主生活会$ 该院班子成员对照

个人检查材料!从政治思想%司法理

念和司法作风等方面进行了深刻反

思! 深入查摆自身存在的司法不规

范行为!深刻剖析思想根源!并提出

了整改思路和具体措施$

!魏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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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柏
!

月
"

日!河南

省桐柏县检察院组织全体干

警学习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

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该院检察长要求

全体干警要准确把握'准则(

和'条例(的科学内涵和各项

规定!切实抓好贯彻落实$该

院还将通过组织干警谈体

会%写心得%参加考试等多种

形式! 提高他们遵纪守法的

自觉意识$

!涂湘 郭冬冬"

天津西青 天津市

西青区检察院检察官近日为

一汽丰田汽车公司负责人等

!*

人作了预防职务犯罪专题

法治讲座$检察官结合'刑法

修正案 *九 +(及典型职务犯

罪案例! 深入剖析了职务犯

罪的特点%发案原因及危害!

给他们敲响了警钟$

!王凯 韩文婷"

北京顺义 近日 !

北京市顺义区检察院出台了

'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加强和

规范职务犯罪侦查和预防一

体化建设工作实施细则 ( !

从制度层面对侦防一体化工

作的组织管理 % 内容程序 %

信息共享及人员培养等予以

明确! 旨在进一步提高侦防

部门协作的规范化水平! 实

现整体功能最优化和效益最

大化$

!郭航"

桐城 安徽省桐城市

检察院副检察长方胜近日给

该市国税系统
,$

余名中层以

上干部上了一堂预防职务犯

罪法治教育课$ 方胜结合近

几年发生在国税系统的典型

职务犯罪案例! 剖析了职务

犯罪的发案原因% 特点和规

律!强调了职务犯罪给个人%

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危害 !提

出了有针对性的预防对策 $

听课人员纷纷表示! 一定增

强廉洁意识!远离职务犯罪$

!王国华"

襄阳襄州 湖北省

襄阳市襄州区检察院近日与

该区金融部门共同开展了职

务犯罪预防活动!制定了'关

于检察院与金融部门共同开

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意

见($'意见( 要求加强领导!

成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

小组! 协调和指导预防职务

犯罪工作, 建立联席会议制

度! 定期通报查办金融行业

职务犯罪案件情况$

!黎发典"

魏县 近日! 河北省

魏县检察院与县国税局 %地

税局召开联席会议 !针对税

务系统职务犯罪苗头性% 倾

向性问题! 共同开展前瞻性

调查分析! 研究从源头上预

防职务犯罪的措施和对策 $

该院还选择
,

名有丰富经验

的干警作为特邀监察员! 对

税务队伍管理 &把脉问诊)!

及时提出整改建议! 并对整

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 保持

预防指导的有效性$

!王国庆 皇文太"

民乐 甘肃省民乐县

检察院检察长近日应邀给该

县国土资源局
(-

名干部职

工作了预防职务犯罪专题法

治讲座! 提出了认真落实预

防主体责任% 同检察机关建

立预防长效机制% 进一步加

大预防警示教育工作% 认真

落实检察建议% 积极配合检

察机关查办案件五项建议$

!夏爱"

织金 近日! 贵州省

织金县检察院组织干警深入

国电集团织金电厂% 县电力

公司%县烟草公司等
*&

家国

有企业调查了解生产经营情

况!根据企业不同性质!分别

签订了联系协调制度! 设立

了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室及举

报箱! 还通过组织国有企业

职工参观警示教育基地 %召

开警示教育会等方式! 切实

防止发生利益输送及国有资

产流失等问题! 预防职务犯

罪发生$

!熊祖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