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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港南
!

月
!!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南区

检察院对该院
"

名新任中层副职

干部进行了任职廉政谈话"该院党

组按照廉政谈话制度!对新任干部

进行廉政教育!希望他们尽快适应

角色转变#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和廉

洁从检意识!严格遵守最高检廉洁

从检各项规定"

!甘承俏"

南郑
!

月
#$

日!陕西省

南郑县检察院召开典型案例剖析

会"该院控申#反贪#反渎#民行#公

诉及侦监等业务部门通过$一案一

汇报#汇报加点评%的方式!对部分

典型案例及案件线索管理不规范

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查找存在的

问题!分析问题的成因!并制定整

改措施!确保不再发生类似问题"

!董辉"

溆浦
!

月
#$

日!湖南省

溆浦县检察院召开党员大会! 全

面启动 $党组织生活集中月% 活

动" 据了解! 此次活动为期一个

月! 该院将组织党员干警集中学

习政治理论! 进行专题党课辅导

报告! 开展党员 $双述双评%# 民

主评议! 举行党员民主生活会等

活动! 进一步健全党内组织生活!

激发党组织活力"

!张贻利 禹超群"

盐城大丰
!

月
#$

日!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检察院荣

获该区 $反腐倡廉和作风建设工

作 %奖 "

!%#&

年以来 !该院坚决贯

彻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决策和

部署!狠抓自身队伍建设!严格落

实$两个责任%!并加大督查和执纪

问责力度!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牢牢地抓在手上#扛在肩上"

!胡静"

赣州章贡
!

月
#$

日!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检察院被

该市检察院授予$全市先进基层检

察院 %称号 !并记 $集体三等功 %"

!%#&

年以来! 该院忠实履行法律

监督职责! 综合绩效考核在该市

#$

个基层院位列榜首! 呈现出换

档升级#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

!刘亦红"

重庆北碚 重庆市北

碚区检察院法警大队近日举办法

警业务培训班"此次培训以&人民

检察院司法警察训练大纲' 为依

据!以掌握基础理论#增强基本体

能为目的! 组织规范司法讲座#枪

支械具使用等培训!同时结合日常

办案实践! 着重围绕司法警察条

例#警察职业道德#处置突发事件

的原则和要求等开展学习"

!夏阳 崔亚飞"

建宁 福建省建宁县检

察院近日组织全院干警开展以$牢

记纪律#忠诚履职%为主题的春季

队伍整训活动"活动中!该院围绕

反$四风%和$不严不实%要求制作

了&机关效能专项整治活动查找整

改情况表'! 组织全院干警进行自

查!对发现干警有违反$八项规定%

及其他党风廉政规定的情况将给

予严肃处理"

!邓高彬"

涡阳 安徽省涡阳县检

察院检察官近日为该县地税局干

部举办了一场主题为 $加强修养!

把握人生% 的职务犯罪预防讲座"

授课人围绕中国反腐沿革# 当前

反腐倡廉形势# 预防职务犯罪的

意义# 产生职务犯罪的原因等方

面进行讲解! 并提出相应的预防

措施"

!孙孝东 徐向梅"

桐庐 浙江省桐庐县检

察院近日联合该县司法局制定&关

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检

信访案件的规定'!首批确定
#%

名

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执业律

师参与该项机制"&规定'还明确了

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检信访事

项的工作原则#工作范围#运行模

式#工作方法等"

!朱丹萍"

鸡泽 河北省鸡泽县检

察院近日开展学习贯该省政法会

议精神和该省检察长会议精神活

动"该院检察长#政治处主任及纪

检组长担任授课教师!采取集中授

课#个人自学#分组讨论#经验总结

等方式!详细解读该省政法会议精

神和该省检察长会议精神"

!牛会利 廖少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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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顺义
!

月
#$

日!北京市顺义区检察院检察

官应邀出席北汽股份北京分

公司
!%#"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

会议"检察官现场参与了该公

司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签

订仪式 ! 为与会人员播放了

&自首'&全面失守' 等警示教

育视频!通报了当前国企领域

职务犯罪的突出特点#易发多

发罪名及高风险环节!提出了

有针对性的预防对策"

!郭航"

沭阳
!

月
#$

日 ! 江

苏省沭阳县检察院检察官为

该县国税局全体干部职工上

了一堂生动的警示教育课 "

检察官结合节假日期间腐败

案件高发现状 ! 针对国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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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明了预防职务犯罪的必要

性和紧迫性"

!潘芳芳"

云霄 近日!福建省云

霄县检察院开展了 $三式%廉

政培训!即依托警示教育基地

开展定点式预防 #依托 $职务

犯罪预防乡村行%活动开展巡

回式预防 # 依托推进职务犯

罪警示教育课进党校开展借

力式预防 ! 共组织新任农村

$两委% 班子成员开展警示教

育讲座
"

次! 受教育干部
!'(

人! 接受预防咨询
!)

次! 发

放涉农职务犯罪宣传材料
(%%

余份"

!方少婧"

蒙城 安徽省蒙城县

检察院开展的预防职务犯罪

巡讲活动近日走进该县国税

局 ! 这是该院春节后开展的

第三场职务犯罪预防专题法

治讲座 " 检察官结合近年来

发生的职务犯罪典型案例 !

向国税局干部职工系统讲解

了职务犯罪的概念 # 发案原

因及特点 ! 提出了有针对性

的预防对策"

!丁杰"

常德鼎城 近日!湖

南省常德市鼎城区检察院报

送的&关于对区公安局取保候

审保证金管理情况开展预防

调查的报告'被评为湖南省检

察机关
!%#&

年度优秀预防调

查报告"该报告对区公安机关

在采取取保候审措施过程中

存在的七个方面问题进行了

全面 #客观的分析 !提出的预

防对策建议得到积极落实!推

动健全完善了相关制度!有效

构筑了预防公安民警职务犯

罪$防火墙%"

!贺延安"

扎兰屯 今年以来 !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检察

院建立了预防督查推进机制!

对每名干警采取定目标任务#

定工作内容# 定完成时限#定

责任主体的$四定%督办制!积

极推行督查交办# 督查催办#

督查通报$三部曲%!以实施重

点督查#精准督查#专项督查"

!苑晓丹"

信丰 日前!江西省信

丰县检察院检察官应邀给正

平镇
#&%

余名镇村干部作了预

防职务犯罪专题法治讲座"检

察官结合该院近年查办的发

生在涉农惠民领域的职务犯

罪案件!深入剖析了职务犯罪

的发案特点# 原因及危害!提

醒镇村干部要常思贪欲之害!

常怀律己之心 ! 远离职务犯

罪"

!王明建"

山丹 甘肃省山丹县

检察院近日制定了村
*

社区
+

职务犯罪预防联络员工作规

则 ! 聘请了
##&

名固定人员

作为联络员 " 联络员将通过

宣传涉农惠民政策 # 开展专

项预防调查等活动 ! 重点对

惠农补贴资金 # 村务公开 #

征地补偿等集体资金进行督

促检查! 同时对发现的挤占#

挪用 # 侵吞涉农补助资金等

问题 ! 及时向检察院提供线

索 ! 从而预防和打击农村干

部职务犯罪"

!石文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