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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白银
!

月
"#

日!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检察院召开

警示教育大会 "会上 !该院纪检组

长传达了最高检印发的#关于
$

起

检察人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的通报$! 带领干警深入学习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要求干

警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把

党的纪律印刻在心上%

!余睿鹏"

监利
!

月
"#

日! 湖北省

监利县检察院开展年终述职述廉

和民主评议活动!党组成员和内设

机构负责人分别走上讲台!向全院

干警述职述廉!并接受院班子成员

和干警的现场点评测评" 据了解!

"%!"

年以来!该院连续四年被评为

荆州市&先进基层检察院'!

"%!&

年

还被湖北省检察院表彰为全省&先

进基层检察院'%

!邓池源"

涡阳
!

月
"'

日! 安徽省

涡阳县检察院组织相关部门干警

参加(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网络培训

班!重点学习司法解释的背景)&终

止追究刑事责任 '的认定 )侵犯财

产权的赔偿审查范围)违法刑事拘

留赔偿等方面内容% 通过培训!进

一步增强干警对刑事赔偿案件的

法律适用理解%

!孙孝东 徐向梅"

辛集 近日! 在河北省辛

集市市委)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经积极与编制部门进行沟通和协

商) 辛集市编制委员会研究决定!

辛集市检察院正式设立生态环境

保护检察科 %该科成立以后 !该院

将进一步加强涉及生态环境保护

职务犯罪的立案侦查工作力度!探

索涉及生态环境保护民事)行政检

察工作等!为建设天蓝水清的美丽

辛集作贡献%

!王爽 陈新跃"

灌南 江苏省灌南县检察

院&灌南案管 '微信号近日正式开

通运行 !通过自行设计印制的 (案

件管理中心服务一卡通 $ 进行推

广! 为律师提供阅卷微信预约)案

件程序信息微信查询)通知送达及

其他相关业务微信咨询!实现案件

管理部门对代理律师的 &一对一'

网络服务%

!李澄澄 梁娜"

牙克石 内蒙古自治区

牙克石市检察院近日召开领导班

子&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从

严从实查摆问题!严肃认真开展批

评和自我批评 %会上 !该院检察长

全面总结了班子在践行 &三严三

实'要求方面存在的问题 !并带头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剖析问题根

源!明确整改措施和时限%

!孙丹红 杨晔"

天津西青 近日!天津

市西青区检察院党组班子召开&三

严三实 '专题民主生活会 %该院党

组成员逐一作个人对照检查!深入

查找剖析自身存在的不严不实问

题!深挖细究问题根源 !并明确了

今后整改的方向和措施%

(

秦雅楠 韩文婷
)

纳雍 贵州省纳雍县检察

院近日召开年终目标考核会议%会

上!该院检察长向县委考核小组专

题汇报了
"%!&

年检察工作开展情

况! 县委考核小组通过民主测评)

查看资料等方式! 对该院
"%!&

年

度检察工作进行了全面考评!对该

院一年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王海"

西吉
"%!&

年以来! 宁夏

回族自治区西吉县检察院以廉政

文化为主线!以书画)摄影)文学作

品等素材为内容!建成廉政文化长

廊)文化橱窗)宣传展板 )文化墙 !

旨在以先进的文化理念引导人)以

高尚的文化精神鼓舞人)以浓厚的

文化氛围塑造人%

!卢锦荣 姚旭斌"

乌鲁木齐天山 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

区检察院近日召开
"%!&

年度总结

暨表彰大会 %会上 !该院检察长总

结了
"%!&

年检察工作情况! 并提

出
"%!*

年检察工作思路% 会议对

工作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和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进

行了表彰%

!张军"

!

六七版中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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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秉
"

月
!

日! 贵州

省施秉县检察院与该县扶贫

办联合制定下发了(扶贫开发

领域预防职务犯 罪工作意

见$%(意见$ 明确了扶贫工作

中预防职务犯罪的重点环节)

重点人群 )重点岗位 !双方将

采取召开联席会议)发布情况

通报) 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移

送案件线索)建立检察约谈机

制等措施 ! 为扶贫建设筑牢

&防火墙'%

!廖仁君"

瓜州 近日!甘肃省瓜

州县检察院组织
!+

个乡镇分

管涉农项目的领导)发案单位

负责人及财务人员共
,%

余人

旁听了一起发生在涉农领域

的滥用职权案的庭审!让他们

&零距离'接受警示教育%他们

纷纷表示!被告人泪流满面的

忏悔让他们受到了强烈震撼%

在今后涉农政策全面落实)涉

农项目实施)涉农资金运行方

面一定增强廉洁意识!远离职

务犯罪%

!谢志伟"

贵港港北 广西壮

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检察

院近日组织全体干警开展了

党纪政纪条规知识考试!内容

包括(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 $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等十八大以来发布的党

纪政纪条规%此举旨在检验干

警学习效果! 强化纪律意识!

助力干警廉洁过年%

!蔡新根"

奉贤 近日!上海市奉

贤区检察院检察官为
+%

余名

海关干部作了预防职务犯罪

专题法治讲座%检察官结合近

年来发生在海关系统的典型

职务犯罪案件!针对海关干部

容易触犯的职务犯罪!深入剖

析了犯罪特点及成因!提出了

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并告诫

海关干部!在今后的验关工作

中要严格遵守海关部门的各

项规章制度! 禁得起诱惑!耐

得住寂寞!提高防腐拒变的能

力%

!沈卫平"

鸡泽 近日!河北省鸡

泽县检察院对在县委参加农

村干部法治教育培训班的
"%'

名村党支书)大学生村官和乡

镇组织委员作了预防职务犯

罪专题法治培训%该院通过召

开座谈会)组织观看廉政微电

影(一包香烟$)参观预防职务

犯罪警示教育基地等形式!让

参训的基层干部受到了一次

深刻的法治教育%

!许民泽 季河滨"

单县 山东省单县检

察院高度重视开展节日廉洁

教育工作%为确保全院干警过

一个廉洁年 ! 该院近日通过

&两微一端' 向全体干警发送

了由廉政格言警句)忏悔小视

频)(廉政手册$等组成的新春

礼包!提醒)教育干警自警)自

省 )慎独 )慎微 !过一个安心 )

静心)舒心的春节%

!冯秀兰"

信丰 近日!江西省信

丰县检察院派出
!"

名干警 !

针对村&两委'换届选举!对挂

点
*

个村的村支书)村主任候

选人名单逐人进行行贿及其

他犯罪记录查询!并向大阿镇

党委 )政府出具了 (检察机关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

函 $和 (关于村 &两委 '换届选

举候选人初步人选资格审查

回复函 $!以防止带 &病 '参选

现象发生%

!王明建"

酒泉 近日!甘肃省酒

泉市检察院与酒泉监狱召开

座谈会!该院预防处负责人通

报了酒泉监狱近五年来发生

的职务犯罪案件情况!从犯罪

特点)发案原因等方面进行了

深入剖析!指出了监狱在监管

工作中存在的职务犯罪风险!

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预防对策

和建议!还对近期做出不立案

处理的
"

名监狱干警进行预

防职务犯罪约谈!告诫他们强

化法律意识和纪律意识!杜绝

再次发生违法违纪事件%

!张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