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版

LIANZHENGZHOUKAN

周刊预防

阜宁：立体化预防建议质效双提升
!

邵 挺

!根据你院关于农村低保问

题的检察建议"我局现已联合县

财政局#审计局专门出台$开展

全县城乡低保专项整治工作实

施意见%&'

!

月
"

日"江苏省阜宁

县检察院收到县民政局送来的

检察建议回复函以及相关文件&

为帮助职务犯罪涉案单位#

主管部门规范管理" 堵塞漏洞"

辅助党委政府科学决策"阜宁县

检察院通过积极探索" 建立了

!层级式覆盖#介入式制作#跟进

式推动'的立体化预防检察建议

模式&

所谓!层级式覆盖'"就是通

过立足个案预防"完善单位管理

机制(突出系统预防"规范部门

权力运行(打造专项预防"降低

行业廉政风险"实现职务犯罪预

防工作全覆盖& !我们坚持)一案

一分析#一案一建议*"重点分析

案件中暴露出的管理漏洞"探究

犯罪发生的制度原因& 同时"注

重总结办案过程中发现的共性

问题"积极向有关行业主管部门

提出综合性防范建议& 另外"我

们还通过研判廉政防控趋势"紧

盯滋生职务犯罪的重点环节"有

针对性地开展专项预防& '该院

职务犯罪预防局局长陈刚介绍&

为保证检察建议质量"提高

建议内容采纳率"该院采取!介

入式制作'的方法& 首先是介入

侦查一线"预防部门派员参与侦

查讯问"案件承办人参与预防调

查"最终由侦查部门和预防部门

共同完成检察建议& 其次是介入

发案单位"了解实际情况"确保

检察建议切合实际" 切中要害"

防止原因分析不透彻"说理不到

位等现象& 最后还要介入社会层

面 "通过走访 #座谈 #研讨等方

式" 分析个案和类案的发案规

律"避免提出的问题停留在事件

表象或导致案件的偶发性因素

层面"提高预防建议的权威性&

!以前我们办案是就案办

案"只管侦查不管预防"自侦防

一体化以来" 通过介入案件背

后"我们对案发单位管理#制度

漏洞找得准了"意见建议也提得

实了" 普遍受到案发单位的认

同"办案效果也明显提升了& '该

院不少自侦干警感慨&

预防检察建议"整改落实是

根本& 对此"该院采取!跟进式推

动'" 主要有回访跟进# 汇报跟

进#宣传跟进三种方式& 该院在

检察建议中要求相关单位在规

定期限内回复" 每案必回访"对

不重视#敷衍塞责的"向主管部

门反映(对落实有困难的"主动

帮其解决& 同时"主动向党委#人

大及其常委会汇报检察建议工

作情况"同步向地方人大常委会

抄送检察建议书"提请人大常委

会对不积极整改的单位进行监

督& 在提出检察建议的同时"该

院还通过法治讲座#警示教育等

方式"巩固预防效果&

!

#$!%

年以来" 我院共发出

预防检察建议
!&

份" 提出整改

措施
'%

条" 向党委政府报送研

判报告
"

份"推动有关单位出台

规范性文件
%

份"检察建议回复

率#采纳率连续多年实现
($$)

&'

陈刚说&

连载!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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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龄青年%单身检察官程自远偶然邂逅出身富豪家

庭的美女律师柳芳雅#开启了一段艰难而起伏的爱情之

旅$爱情的考验%工作的挫折%办案的压力以及邪恶的报

复&&面对工作%生活和爱情上的重重困难#程自远何

去何从'这到底是跨越阶层的纯美爱情#还是精心设计

的一场骗局'真相有待揭晓#漫漫长路在脚下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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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华
!

本报通讯员 刘康健

徐娟整理

"

忏悔人(汪智勇

"

原任职务(四川省广安市政

府副秘书长

"

涉案罪名 (受贿罪 #滥用职

权罪#高利转贷罪

"

判决结果(

*$+,

年
"

月"四川

省高级法院终审判处其无期徒刑&

"

犯罪事实 (

*$$,

年至
*$+'

年"汪智勇利用职务之便 "为他人

谋取私利"个人或伙同他人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共计
+*$-.,

万元#黄金

*$$

克( 利用其参与定价的职务之

便"让他人以底价竞得国有土地使

用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套取信

用社信贷资金
',$

万元"高利转贷

给他人"从中赚取利差
+*

万余元&

!""#

年
$

月
$

日 星期二
见习编辑 潘芳芳 校对 赵 鹏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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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专项预防盯紧涉农资金风险点
!

郭建平

为有效预防财政支农资金

领域职务犯罪" 浙江省天台县

检察院积极开展涉农资金专项

预防" 督促财政支农资金管理

部门狠抓落实" 确保财政支农

项目资金使用安全# 管理高效&

近年来 " 天台县财政支农

领域发生了多起职务犯罪案件"

社会影响恶劣& 该县检察院进

行类案分析发现 " 项目申报 #

项目查核# 项目验收# 资金支

付等主要环节均有案件发生" 财

政支农资金使用存在不规范# 不

严格# 效益不高等问题& 为此"

该院将破解预防财政支农资金这

个难题作为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的

重点" 制定了 $关于开展涉农资

金专项预防工作的实施方案%"

明确预防的步骤# 方法# 要求等

内容" 提交县预防职务犯罪领导

小组讨论通过后" 下发全县涉农

部门" 拉开了财政支农领域专项

预防工作的序幕&

*$+,

年
&

月
"

日" 天台县

涉农资金领域专项预防工作正

式启动& 之后各农口部门按照

会议要求" 从项目申报# 项目

管理# 资金支付等环节" 全面

深入查找出
+*",

个廉政风险

点" 制定了相对应的
+%/'

条预

警措施& 天台县检察院进行全

面汇总梳理后" 制作了 $农口

部门廉政风险防控手册%" 分别

报县委# 县政府和全县各农口

系统" 通过 !制度
0

科技' 的运

用" 提高廉政风险干预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 使 !风险点' 转

化成 !安全点'&

治标更要治本 & 该院坚持

深度调研" 结合案件情况分析

出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方面存在

支农惠农补贴# 涉农项目申报

审查程序不严密# 违规徇私审

批 # 动态管理未落实等问题 "

提出进一步健全涉农项目立项

制度 # 落实项目建设责任制 #

严格执行财务会计制度# 建立

实施涉农项目绩效评价制度 #

建立责任追究机制五个方面的

建议" 向县委县政府报送 $涉

农资金领域职务犯罪情况调查

报告 %" 得到了高度肯定和重

视& 很快" 该县出台 $加强财

政支农资金管理推进财政支农

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对

财政支农资金管理# 分配 # 支

付等方面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该院还通过预防回访#预防

督查#案件剖析会等形式"推动

财政支农资金领域预防工作发

展 " 提升预防实效 &

*1!,

年
!!

月"天台县委#县政府#县检察院

三家单位联合组成工作组"对涉

农部门进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专项督查" 当面提出存在的问

题"限令整改时限" 并作出督查

通报&

特色预防
TESEYUFANG

沂南：打造红色预防文化品牌

!

胡金华 高中友

近日"山东省临沂市检察机

关人民监督员基层行暨 !特色

预防工作巡礼' 在沂南县检察

院举行& 紧接着" 以 !打造特

色预防文化品牌的探索与思考'

为主题的沂蒙检察论坛沂南分

论坛" 又在沂南县检察院启动&

*1!,

年以来" 沂南县检察院依

托地处沂蒙革命根据地中心 "

革命遗址# 英雄人物多的地域

文化优势" 创新红色预防文化

模式" 寓预防文化于革命红色

文化之中" 助推全县党风廉政

建设提档升级&

科学谋划#编织预防文

化)红结*

该院推动预防文化宣传重

规范"与县文广新局#县旅游局

会签了$关于利用红色文化资源

推动廉政文化建设实施方案%"

出台了 $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巡

回宣讲团管理规定 % 等文件 "

并促成县委办公室下发 $关于

在全县认真组织开展红色预防

文化共建活动的通知%" 使红色

预防文化建设有计划# 有步骤

地全面实施&

此外 " 该院还与国税 # 地

税# 供电公司等
**

个部门会签

了$关于开展廉政共建和红色预

防文化建设活动的暂行办法%"

设立了全市第一家预防志愿者工

作站" 积极倡导共建单位深化红

色预防文化建设" 做到 !有专

栏# 有网页# 有橱窗# 有活动'&

成立了由业务骨干# 青年干警等

%1

余人组成的 !警示教育巡回

宣讲团'" 积极开展红色预防文

化进机关# 进社区# 进学校# 进

企业# 进农村# 进公交# 进出

租# 进车站# 进广场# 进商场的

!十进' 宣讲活动&

精心构思 # 打造预防

文化 )红景*

红色旅游是沂南县的经济

支柱产业" 该院因地制宜" 以

此为载体" 将预防文化与红色

旅游高度融合+ 在长达
%1

公里

的沂蒙生态大道悬挂了
,1

余块

廉政宣传板" 在智圣汤泉# 竹

泉等
!1

个景点增设廉政宣传

栏" 在导游解说词中增加廉政

内容" 在门票上印制 !检察官

提醒' 等廉政警示语" 在当地

打造起具有地域红色元素的预

防文化长廊" 真正将预防文化

融入当地文化之中&

该院还设立了 !两大廉政

教育展室'+ 沂蒙红嫂纪念馆党

风廉政教育展览室和沂南县红

色预防文化展室" 免费对外开

放" 使参观者同时受到红色文

化和预防文化的双重教育 & 在

此基础上" 该院还制作系列廉

政短片# 公益广告等" 投放到

当地电视台和大型商场# 广场

234

大屏幕 #

#11

余辆公交车

上滚动播出" 实现预防文化全

流动# 全覆盖( 制作 !一书一

刊一专题 ' " 编 制 $画说预

防,,,预防文化融合红色文化

的沂南实践%" 与县作协联合出

版 $阳都文学,,,沂南检察红

色预防文化专刊%" 与县电视台

联合拍摄 $红色预防在沂南 %

专题片" 并将电子版上传至检

察内网# 当地政务网" 供更多

人点击观看&

效果延伸 # 铸就预防

文化 )红盾*

沂南县检察院的预防文化"

辐射社会各阶层各领域" 取得

了人民群众看得见# 摸得着的

好效果&

#1(,

年以来" 该院发

出的
#(

份检察建议全部得到落

实" 帮助建章立制
&"

项" 有
'

名职务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

有力助推了全县行政执法部门

重制度# 重规范# 重质效# 重

服务的良好氛围" 实现了由注

重结果向注重过程# 由静态管

理向动态管理# 由粗放管理向

规范管理三个转变( 创设 !红

色教育课堂'" 邀请全国劳动模

范梁兆利" !沂蒙新红嫂'# 山

东省劳动模范于爱梅等模范典

型走上讲台" 为全县 !一把手'

和重点岗位的
'&11

多名党员干

部做预防培训&

红色预防文化工程实施以

来" 该县党员干部违法犯罪人

数明显减少" 连续三年出现了

!一降一升' 的良好势头+ 职务

犯罪案件发案率分别下降
/)

#

(#.,)

和
'#)

( 群众对检察机关

满 意 率 分 别 上 升 至
"#.1/)

#

"%.(#)

和
"&.#/)

" 真正用预防

文化 !红盾' 为当地筑起了一

道风清气正的政务廉政墙-

忘记党性原则，导致贪腐的癌细胞不断蔓延

#11&

年
&

月 至
#1('

年
&

月 ! 我先后担任广安区区委常

委"副区长 !广安市政府副秘书

长" 市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任

职期间 !也曾兢兢业业 "埋头苦

干! 为地方经济发展出过力"流

过汗!贡献过自己的智慧 !留下

过较好的业绩和口碑$ 但后来!

一帆风顺的成长环境!让我忘记

了自律自重%不断膨胀的物欲之

火!让我忘记了党性原则 $贪腐

的癌细胞不断在肉体和灵魂上

蔓延!最终以&贪官'二字结束了

自己的仕途生涯!以&被公诉'的

方式告别了亲人朋友!走进了高

墙铁窗$每每思及此!除了后悔!

还是后悔(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身为国

家公职人员 "人民公仆 !未将人

民"组织赋予我的权力服务于人

民"社会 !反将其用在与别人觥

筹交错 " 笑纳他人送与的财物

上!我从根本上没有认清自己的

身份!没有尽到作为一名公职人

员应尽的义务% 作为一名党员!

未能将党性原则放在心上!一次

又一次地破坏!甚至是践踏共产

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

一个公民! 漠视法律的存在!一

次又一次地违法乱纪!以为可以

通过自己手上的权力!挑战法律

的权威))正是这样的自我认

识不清!缺少自我约束 !导致我

不断膨胀!忘乎所以!一错再错!

最终一步步跨进了罪恶的深渊$

我辜负了组织对我的培养"人民

对我的信任" 亲人对我的期盼!

还给社会带来了非常恶劣"难以

挽回的影响$

自己铸就的错误!必须自己

承受代价 $ 无论前路将面对什

么!都是我应当承担的 !也是我

必须承受的 $在此 !我真心地悔

过!认罪服法(

我希望以我自己的惨痛教

训!劝告为官后来者 "警醒仕途

后来者 *手莫伸 +伸手必被捉 (

正确地行使人民和组织赋予自

己的权力 !认清自己的身份 !真

正为人民办好事 ! 为社会出好

力 ! 将党性原则和法律时刻放

在心里 ! 这才是为官者该有的

本分(

编后 ( 党性原则是党和人

民利益的集中体现 & 刘少奇曾

说过 + 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

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地表

现 " 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

现 & 坚持党性原则是领导干部

为官从政的基本原则 " 也是必

备素质 &贪图享受 #腐化堕落 "

最终只有锒铛入狱一个结果 &

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

的"只能用来为党分忧 #为国干

事 #为民谋利 &要做到这点 "就

要时刻自省#自重 #自警 "慎独 #

慎微#慎交"讲原则 #顾操守 #守

法纪 " 这样才能不辜负党和人

民对我们的期望-

近日!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检察院检察官来到辖区三里桥街道落

星庙社区开展新年首场预防职务犯罪法治宣传活动$ 检察官摆摊设

点!通过搭展台"置展板"挂横幅等方式向过路群众宣传检察职能$此

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
#111

余册" 便民联系卡
,11

余张! 接待群众
'1

余人次$图为过路群众在观看预防职务犯罪宣传板$

周文平
!

摄

克拉玛依白碱滩区：
多举措保障检察队伍清正廉洁
!

宋志国

近日" 新疆克拉玛依市白碱

滩区检察院组织了节前廉政知识

答题活动"通过廉政答题"提醒干

警树立廉洁意识"筑牢廉政防线&

为进一步教育检察干警严

明政治纪律" 严守政治规矩"该

院采取多项举措"广泛开展廉政

教育活动"确保检察队伍的廉洁

性 & 定期组织开展政治业务学

习"采取专人授课#严格考勤#记

录笔记等形式"将学习情况纳入

季度绩效考核"督促干警加深学

习印象"强化学习效果&$中国共

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和 $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颁布后"该

院立即以!白检讲堂'为平台"连

续开展了多场专题宣讲"并通过

答题竞赛活动助力巩固"要求全

体党员将党规党纪刻在心上"确

保不触底线 "不越红线 "时刻保

持廉洁本色&廉洁自律学习常态

化&在开展好检察业务工作的同

时"该院坚持把讲廉洁同每月科

室例会相结合" 做到逢会必讲#

逢节必讲 #逢事必讲 "时刻提醒

干警坚守本心" 严格要求自身"

让检察队伍在正确的轨道上前

行&

为严格落实!两个责任'"该

院逐级签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状%"分工协调"确定党组书

记为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

对党风廉政建设负主要责任"各

分管条线领导负重要责任"各科

室长对主管科室负主要领导责

任"纪检组对全院党风廉政建设

负监督责任" 对发现的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抓早 #抓小 "确保及

时预防&

春节将至!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检察院在区直部门开展节前送

&廉礼'活动!通过讲座"参观警示教育基地等形式!给党员干部过节提

醒扯袖!营造廉洁过节氛围$图为讲座间隙检察官与区直干部交流$

郭洪平 晁磊
!

摄

在郁冷的天气和寂寞的心

情中" 不断写一些古体和现代

诗" 博客和微信上也有了粉丝

和关注& 而且" 他竟然也要学

音乐了& 一次他路过古玩市场"

看见一个摆摊卖竖笛的" 便心

血来潮" 花几块钱买了一把最

便宜的塑料做的小白竖笛& 又

到书店花几块钱买了一本流行

歌谱书& 他记得上大学时" 一

个同学在宿舍吹过" 说过竖笛

的指法 " 好像是全按作
,

& 他

回到宿舍" 对着谱吹起来" 一

开始磕磕绊绊" 两三天后竟然

连音成曲了& 后来" 又买了横

笛# 口琴" 后来在省城培训时"

简谱也能自拼了 & 说来也怪 "

在他思想里曾经那么难的音乐

竟也给他开了门" 虽然他只是

个半道出家的生手& 一天" 他

正在顶楼宿舍吹着一首老情歌"

门 !吱呀' 一声打开" 把他吓

了一跳" 一扭头" 才发现是反

贪的哥们儿杨华& 杨华拎着一

瓶白酒" 提着一兜熟肉" 进来

找他 !不醉不休'& 两个人互诉

衷肠" 又哭又笑&

!以上就是我的前半部分经

历"' 程自远红着脸说& !从我

俩相遇" 到你第一次提着酒瓶

来宿舍找我& 从
/

月底" 到
((

月下旬" 将近三个月时间的事"

咋样.'

!怪不得你每天在这吹得跟

鬼哭似的" 这就叫心声& 听了

你的心声" 还没跟你说我的心

声呢 & 跟我的比 " 你的算个

毛.' 杨华说&

!不许你侮辱我的感情&'

!感情. 呵呵" 感情. 你这

个算啥. 我和我老婆的" 那才

叫感情& 我俩从大学就开始谈"

谈得那叫要死要活" 一天不见

茶饭不思的" 我是不想写" 写

下来得有好几本书& 总之那是

爱得昏天黑地" 地动山摇" 摇

摇晃晃" 最后才终于走到了一

块儿&'

!这不挺好吗. 你们,,,'

!兔子的尾巴" 长不了&'

!咋了.'

!没法过啦& 兄弟" 我这都

是第
5

次离家出走了 & 告诉

你 " 兄弟 " 女人,,,女人是很

可怕的动物& 结婚前" 她是女

神" 结婚后" 是女魔王&'

!女魔王.'

!对啊" 能磨啊& 跟你在那

儿缠啊" 发飙啊" 一会儿嫌你

父母说了什么" 一阵儿又说你

不管家庭" 一阵儿说你不干活

儿" 一阵儿说你不关心她" 一

吵吵半天" 气一夜&'

!你们这是婚姻磨合期" 过

两年就好了&'

!好个屁& 磨合. 只有磨"

合不了& 要我说" 你现在就挺

好" 我还羡慕你呢.'

!羡慕我" 你是饱汉子不知

饿汉子饥&'

!你还是饿汉子不知道饱汉

子想吐呢& 说这些干啥. 不说

了 " 来 " 哥们儿 " 再吹一段 "

鬼哭的音合心境" 正好就菜下

酒&'

第二部

十一月中旬" 真山县开始

供暖" 这意味着冬天的全面来

临& 早晨# 晚上" 若骑车外出"

必须戴手套 & 早晨也变懒了 "

到点不愿起床" 一天比一天懒(

晚上又总是不宣而至& 夜" 漫

长而寂寞& 路上清洁工每天挥

着扫帚扫光一批落叶" 第二天

又会有更多的落叶" 这样的情

形会持续一段时间& 城市的空

气时好时坏" 但总的来说" 比

往年好 " 由于环保措施加强 "

以及市场不景气等原因" 一部

分重工企业停炉限产" 天气差

的时候" 也会在城区限号" 城

市周边又对秸秆焚烧查得很紧"

到处张贴着措辞严厉的标语 &

天气好的时候" 程自远依然会

去散步"和夏天不一样"会拣有

阳光的地方走"有时午饭后在检

察院后院晒会儿太阳&有时独自

去"有时和门岗歇班的门卫一块

儿去& 屠宰路#花街#柳巷#伤心

湖"他依然去&上周末"他又去了

趟城东的练车路和树林"椿树的

叶子已全部泛红" 仿佛一朵朵"

一片片火焰腾跃在林间枝头&槐

树#杨树等叶子黄绿相间"松树#

柏树依然苍翠"众树还在这酷寒

将至的时节" 拼尽最后的力气"

绽放生命不屈的颜色& 之后"随

着气温降低" 宽大的叶子会先

落 "比如桐树 #椿树 "以及合欢

树"它们将以枝干继续打扮冬日

的天空&槐树#杨树之后落&杨树

在最冷的时候也不会落光&松柏

不论"最后落叶的是柳树"说到

柳树"又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柳芳

雅& 在失恋后"他度了一段时间

的痛苦期"渐渐地"他发现"她的

离去就像夏天# 秋天的离去"不

可避免"只是再不回来& 在没有

她的日子里" 生活依然在过"诚

然没有她的日子有着天壤之别"

但他还是顶过来了&失去她和失

去空气不同"否则他早就窒息而

亡了& 他偶尔会想起她"想起他

们在一起的日子"工作忙的时候

会好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