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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秉
!

月
!"

日! 贵州省

施秉县检察院召开以"驰而不息反

四风 !清廉从检过春节 #为主题的

党风廉政建设暨纪律作风警示教

育会议 !学习了 $中国共产党廉洁

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 %等规章制度 !全体干警还签

订了$廉洁从检承诺书%&

!廖仁君"

山丹
!

月
!"

日! 甘肃省

山丹县检察院组织召开 '三严三

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会上!该院党

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 !以 )三严三

实 (要求为镜子 !结合各自分管工

作!直面问题!着重从治理"庸*懒*

散 *软 *慢 (等方面的问题入手 !分

析查找了个人和领导班子存在的

不足 ! 深刻剖析了产生问题的原

因! 提出了改进措施和努力方向!

并进行了互相批评&

!石文纲"

仪征
!

月
!#

日! 江苏省

仪征市检察院 "志慧工作室 (成员

吴丹来到该市古井小学 ! 为该校

五* 六年级的
$%%

余名学生作了主

题为 "远离犯罪伤害 !健康快乐成

长 (的专题法治报告 &报告中鲜活

的案例似警钟 ! 使学生们深受教

育&

!阚立青"

中山 广东省中山市检察

院日前召开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

会 &会上 !该院检察长组织党组成

员* 检委会专职委员及反渎局*办

公室*研究室相关负责人等专题学

习了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

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守纪律*讲

规矩的自觉性&

!钟荐轩"

烟台福山 山东省烟

台市福山区检察院派驻高疃检察

室近日组织辖区卫生院
&%

多名医

护人员来到检察室预防职务犯罪

警示教育展览室接受警示教育&检

察干警结合发生在基层单位中职

务犯罪的相关案例以案释法!进一

步增强医护人员的法律意识!以做

到防微杜渐*警钟长鸣&

'

牟绍宏
(

霍城垦区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霍城垦区检察院近日召开

党组会议! 专题研究部署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该院检察长要

求党组成员坚决履行好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要求!以

身作则*以上率下!转变工作思路!

创新工作方法!真抓*真学*真改*见

真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

!贾超群 王伊荣"

资阳雁江 近日!四川

省资阳市雁江区年度考核第六考

核组一行对该区检察院
&%!)

年度

班子建设和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

行考核&考核组听取了该院检察长

代表党组在干警大会上作的述职

报告!并对班子及班子成员民主测

评 !同时分组座谈 !查阅目标工作

资料&

!吴修全 卿明生"

建宁 福建省建宁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崇廉戒奢!文明过节(

廉政教育活动! 通过 "六个一(活

动! 即进行一段集中学习教育*举

行一次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知

识测试 *听一堂廉政党课 *看一部

廉政教育专题片*开展一次对照检

查 *组织一次明察暗访 !提升干警

的廉洁自律意识&

!邓高彬"

桂林象山 广西壮族

自治区检察院调研组近日来到桂

林市象山区检察院调研&调研组参

观了该院群众来访接待室*侦查指

挥中心等工作区 !并与反贪 *公诉

等业务部门干警座谈 ! 了解该院

&%!)

年以来的办案情况&调研组对

该院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鼓

励该院继续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侯俊富 周鑫"

绥江 云南省绥江县检察

院近日召开领导班子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民主生活会 &会上 !该院

检察长代表班子作对照检查!并带

头进行了自我批评&该院其他班子

成员也直奔主题逐一查找了自已

在修身 *用权 *律己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 ! 并深层次剖析了问题的根

源!提出了下一步整改措施&

!邓勇"

西林
!

月
!*

日!广西壮

族自治区西林县检察院组织该院

$&

名党员干警进行$中国共产党廉

洁自律准则 %和 $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 %知识测试 !全体党员均

以优秀成绩通过&据悉!该院自$准

则 %和 $条例 %下发后 !专门为每位

党员干警订购了学习资料!邀请该

县党校教师前来授课!促使干警将

$准则%和$条例%内化于心*外践于

行&

!陈德宏"

东台 日前! 江苏省东台

市检察院未检部门干警赴该市唐

洋中学 ! 为该中学高一全体学生

作了以 "法伴青春 * 护航成长 (

为主题的法治讲座 & 宣讲干警结

合辖区内发生的未成年人犯罪典

型案例 ! 向学生们详细讲述了盗

窃罪 * 寻衅滋事罪等罪名的犯罪

构成 ! 并就如何加强防范和自我

保护提出了建议&

!刘凯"

永年 河北省永年县检察

院日前与该县公安局*环保局联合

制订了$污染环境案件联席会议机

制%&该机制旨在将检察权前移!要

求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污染环境类

案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侦查监督

职能!从而确保对环境污染类案件

的高压打击态势&

!赵璧 王兴兴"

大埔 广东省大埔县检察

院检务督察委员会日前实行"每月

一督察(!坚持全院通报制度!使检

务督察工作规范化 *常态化 &该院

从规章制度的执行 * 教育学习情

况* 涉密信息的保护等方面出发!

加强监督检查 ! 及时提出督察建

议! 并对整改结果进行跟踪问效!

切实推动队伍管理和建设&

!李艳艳 沈文娟"

镇巴 陕西省镇巴县检察

院检察官近日深入渔渡镇!以宣读

该镇干部刘某贪污案法律文书为

契机 !进行释法警示教育 &在释法

现场!检察官围绕新形势下农村基

层干部职务犯罪发案特点*原因及

后果进行详细讲解!并结合查处的

基层干部贪污犯罪具体案例!提醒

和告诫领导干部要自觉增强道德

约束力和纪律观念&

!张媛媛"

永安 福建省永安市检察

院积极打造流动式法律讲堂 &近

日!该院针对中小学生尤其是留守

儿童的心理特点!结合当前的时事

热点! 充分利用学生课余时间!通

过法律知识问答*讲解分析青少年

犯罪典型案例等形式!引导学生增

强法律意识!远离违法犯罪&

!姜明光 许旭菲"

濉溪 安徽省濉溪县检察

院近日召开警示教育大会&该院纪

检组组长对近年来检察人员的违

法违纪案件进行深刻剖析!深挖违

法违纪的根源&该院负责人在大会

上作了讲话!希望全体干警认真自

我剖析 !深刻汲取经验教训 !并就

如何加强自身反腐倡廉建设提出

具体要求&

!张大胜"

酉阳 近日! 重庆市酉阳

县检察院驻龙潭检察室在辖区
+%

个乡镇分别设置介绍检察机关职

能 * 受案范围 * 联系方式等内容

的检务公开栏 ! 进一步方便群众

控告申诉举报 ! 增强对检察机关

的了解&

!赵培圭"

叶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叶城县检察院近日举办以"法治惠

民生( 为主题的法治宣讲活动&该

院组建了一支领导干部参与的志

愿者服务队!下设预防职务犯罪宣

讲 *送法进校园宣讲 *控申举报宣

讲* 民行检察宣讲
,

个宣讲小组&

目前!该院已陆续开展了以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和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为主要内容的送法进校园和送法

进乡村专题讲座&

!王筱斐"

天津津南 近日!天津

市津南区检察院通过办案检察官

向当事人释法说理!最终使对方息

访罢诉 ! 实现社会矛盾的有效化

解 &在日常工作中 !该院充分运用

集中宣传 *走访座谈 *法治讲座等

形式!以案释法!加强法治引导!让

群众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

!王玉山 侯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