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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甘州
!

月
!"

日!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检察院召

开"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暨"规范司

法行为$ 为官不为专项整治活动%

民主生活会 &会上 !该院领导班子

聚焦对党忠诚 $个人干净 $敢于担

当的要求 !深刻对照检查 !剖析思

想根源!提出整改措施&

!梁洁"

太湖
!

月
!"

日!安徽省

太湖县检察院召开党组中心组理

论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 "三严三实 %专题民

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该院

检察长要求全院干警把学习贯彻

习总书记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

任务!争当自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的模范 !做自觉坚持原则 $严于律

己的模范&

!黄昌华"

云霄
!

月
!"

日!福建省

云霄县检察院
#

名干警来到该县

阳下小学! 用生动典型的案例$互

动提问的方式!为该校
$%"

名小学

生上了一堂主题为 "法律守护童

年'''平安寒假 #的法治课 &该院

领导还与校方座谈!共同研究制定

了
$%!&

年法治宣传栏$ 法治讲座

等法治宣传规划&

!方少婧"

射洪 四川省射洪县检察

院近日召开党组班子 (三严三实#

暨规范司法行为专题民主生活会&

会上!班子成员以(三严三实#和规

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为主题!

围绕理想信念 $宗旨意识 $党性修

养 $规矩意识等 !联系个人思想和

工作实际 !认真查摆问题 !作出了

诚恳的自我批评&

!马艳君 邓建江"

石嘴山红果子 宁

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红果子地区

检察院积极开展财产性刑罚执行监

督工作!通过摸清底数!重点调查!

与监狱$法院召开联席会议等形式!

形成财产刑执行合力 &

$%'"

年 !共

审查财产刑案件
(%)

件 ! 监督
((

件!追缴罚金
*+,

万余元&

!马凤俊"

玉林福绵 广西壮族

自治区玉林市福绵区检察院日前

派出干警参加在宜州市监狱举办

的刑事申诉抗诉案件庭审观摩活

动& 通过观摩及活动后的研讨$点

评 !参加活动的干警表示 !要通过

此次学习吸收经验$ 发现不足!规

范庭审用语和取证工作!加强临场

反应和庭审应对能力!更好地履行

法律监督职责&

-

黄一梅 郑灿新
.

镇江润州 江苏省镇

江市润州区检察院近日召开党员

大会 !专题学习 )中国共产党廉洁

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 *和该省检察院有关落实 "两

个责任 %的相关文件 &该院负责人

要求全体党员切实把)准则*和)条

例 *铭记于心 !进一步增强遵章守

纪的自觉性!时刻把纪律和规矩挺

在前面&

!尚明刚"

会同 湖南省会同县检察

院近日召开党风廉政建设考评大

会!通过述职述廉$民主测评$干警

座谈等形式! 对
$,!"

年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 "两个责任 %进行了认真

总结!并对存在的不足进行深刻剖

析!扎实做到理清责任$落实责任!

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自身反

腐败工作深入开展&

!周亚麟"

呼图壁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呼图壁县检察院近日召开

$,!"

年检察工作总结大会& 会上!

该院干警依次对
$,!"

年检察工作

中取得的成绩$存在的不足及今后

努力的方向进行了总结发言!分析

得失 !总结经验教训 &该院检察长

综合全院干警发言进行了点评!并

提出新的工作要求&

!顾琴玉 董靖"

略阳 陕西省略阳县检察

院法警大队近日利用一周时间!组

织全体司法警察学习 )中国共产党

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 和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

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

和责任追究规定*等!并将理论学习

与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等结合起

来!做到学习工作两不误$两促进&

!刘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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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
!

月
!&

日 !甘

肃省山丹县检察院检察官组

织该县住建$工信等具有行政

审核审批职责的部门开展警

示教育活动&检察官结合该院

查处的关闭落后小企业补助

资金背后的
/

起渎职案件!剖

析了发生的原因及危害!提出

了有针对性的预防对策和建

议!并希望相关工作人员以此

为戒! 确保国家专项资金安

全&

!石文纲 刘莉"

兰陵
!

月
!/

日 !山

东省兰陵县检察院检察官到

该县供电公司等
"

个扶贫职

能部门!开展了精准扶贫资金

管理专项预防调查活动&检察

官以点带面! 分析了扶贫资

金$物品管理中存在的安全隐

患!提出了有针对性$操作性

强的预防建议!以进一步推动

扶贫职能部门廉洁履职$积极

作为&

!刘星元 辛涛"

秦皇岛抚宁 近

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检

察院与区邮政部门联合开展

了"预防邮路%共筑活动!充分

利用广大邮政人员走千家$进

万户的工作优势!将职务犯罪

预防工作与邮政业务有机结

合!形成覆盖城乡的职务犯罪

预防网络& 启动仪式当天!

"$

名邮递员就发放行贿犯罪档

案查询指引$预防工作简报等

普法资料
!$,,

余份&

!宋长万 孙明英"

根河
$,!"

年! 内蒙

古自治区根河市检察院将检

察人员廉政提醒谈话工作制

度化!制定了)廉政提醒谈话

实施办法* 和 )约谈工作规

定*!在职业起点上抓教育!在

从检源头上抓防范!在风险防

控上抓预防! 做到 "四个必

谈%!即新招录人员必谈$新提

拔人员必谈$ 重点岗位必谈$

有反映必谈! 使廉政防线常

设!廉政警钟常敲!有效防范

了检察人员违规违纪发生&

!徐莹莹"

桂林秀峰 近日 !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

区检察院领导对新录入检察

干警进行约谈!同时以案为训

对他们进行了廉洁从检教育!

要求他们牢固树立 "忠诚$为

民$公正$廉洁%的政法干警核

心价值观!正确行使法律赋予

的权力!坚守廉洁奉公的行为

准则!做一个风清气正的检察

人员&

!朱程路"

社旗
"预防职务犯

罪!不能只是说在嘴上$写在

纸上$挂在墙上!而是要把自

己摆进去!用中医智慧!冬病

夏治&%近日!河南省社旗县检

察院向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中层以上干部发出廉政

短信!提醒党员干部对自己进

行一次思想清洗 ! 看清防腐

"警戒线%$ 党规条律 "高压

线%$职业道德底线!做到心有

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宋德明 董旭"

乌鲁木齐天山
$,!"

年以来!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检察

院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充分发

挥侦防一体化优势!积极开展

同步预防&全年开展行贿犯罪

档案查询
+$$+

次! 向有关单

位发出检察建议
/

份! 在
!,

余家单位开展预防宣传和警

示教育! 受教育人员达
+,,,

余人次&

!张军 王霏"

高阳 为深化服务区

域经济发展!

$,!"

年!河北省

高阳县检察院成立了法律服

务办公室! 开通了检企联系热

线!并结合县域支柱产业特点!

在高阳纺织协会和庞口农机配

件市管会分别设立检察工作

站! 通过召开检企共建联席

会! 为企业提供订单式法律服

务! 宣讲预防职务犯罪等法律

知识! 使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工

作的方向更明确$ 目标更具

体$ 措施更有力&

!姚素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