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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五”新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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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垣县人民检察院实现跨越发展侧记

奏响

音符之一：
以业务建设为重点，全面正确

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到 3 月 9
日，是长垣县人民检察院新一

届领导班子组建的第 4 个年头，这几年，
他们一步一个脚印，所确定的“一、二、五”奋斗目

标（一年迈大步——各项检察业务位于全市、全省前
列；两年争一流——全力冲刺全市争第一，全省争一流的

“双争”目标；五年创辉煌——通过五年努力，争创全国先进基
层检察院）逐步得以实现。
近年来，全省先进基层检察院、全国文明接待市省级精神文明先进

单位、全省宣传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先后花落长垣。省、市检察系统执
法规范化建设等现场会先后在长垣召开。

2013年，长垣县检察院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全市检察系统组织
的各项工作考核中，该院综合成绩名列前茅，其中，9项单项工作跻身全
市先进行列，3项单项工作夺得第一，涌现出一批先进科室和先进个人，
侦查监督科被团中央授予“优秀青少年维权岗”荣誉称号，常务副检察
长郜宁被评为全省人民满意的十佳检察官。
“思路决定出路，行动决定梦想，说了算，定了干，再大困难也不
变 。”提起该院的跨越式发展，检察长唐建伟一语中的。

高定位打造事业发展的“新画卷”，勤履职铺就服务大局
的“满意网”，勇创新打造业务工作“新品牌”，强素质保

障检察工作可持续发展，就是这一个个写满公平
正义的动人音符，奏响了“一、二、五”新乐

章。
“办案，就要办出声威，办出实效，在

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大局上，就是服务。”该
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唐建伟说，长垣县检
察院始终把服务发展作为履行检察职能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动将检察工作置于
发展大局中来谋划和推进。

全力维护稳定，彰显公平正义。2013
年，该院不断强化工作措施，健全完善工
作机制，促进工作取得新的成绩。全年共
受理提请批准逮捕229件354人，批准逮
捕154件244人，批捕准确率100%；受理
移送审查起诉268件401人，提起公诉279
件396人，有力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在
刑事立案监督中，依法追诉漏犯21人，向
公安机关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
书4件，公安机关收到后全部立案侦查，监
督撤案7件。民事行政检察方面，共受理
民行案件31件，其中促和3件，督促起诉
18件，执行监督2件，提请抗诉1件，再审
建议7件，办理市院交办案件5件。

——严肃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切实
加大查办贪污贿赂犯罪力度，坚决打击损
害民生的犯罪，严肃查办在招商引资、重
大工程建设和项目资金使用中发生的贪
污贿赂犯罪，继续深入开展查办涉农职务
犯罪。一年来，共立案查处贪污贿赂案件
17案18人，渎职侵权案件2件6人，侦查
终结并移送审查起诉19案24人。该院反
渎部门被高检院评为全国“严肃打击侵害
民生民利职务犯罪专项工作先进集体。”

——积极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从关注民生、立足检察职能的角度出发，
以调查新农合实施情况为切入点，对全县
新农合实施情况集中开展了职务犯罪预
防调查。对该县重大工程的招标活动全
部进行了全程监督咨询，参与重大工程招
投标活动全程监督65次，发现不符合资质
单位5家，查处一起串通投标案，已移送主
管部门依法处理，有效预防了招投标活动
中的违规违法现象。开展建设用地容积
率调整专项预防调查活动，督促补交土地
出让金9407100元。受理行贿犯罪档案
查询1897次，全部按期办结。开展预防
调查7件，挽回经济损失5000余万元；开
展预防警示教育26次，受教育人数3250
人。

——控申工作亲民便民利民。“一张
笑脸相迎、一把椅子让座，一杯热水解渴，
一颗诚心办事。”这是走进长垣县检察院
控申接待中心首先映入眼帘的几句话。
俗话说“细微之处见精神”，这几句显示出
该院处理信访问题的细心、耐心与诚心。
除了营造温馨环境的细节之外，为方便群

众控告、申诉和举报，长垣县检察院建设
了设施齐全、功能完善的控申接待便民服
务大厅，并开通检察专线网视频接访通
道，完成12309举报电话升级改造，增强
了检察工作的亲和力。一年来，共接待来
访群众280余人次，检察长接待29件，接
待来访群众30人，受理点名接访12件，受
理刑事申诉案件16件，办结率、息诉率均
为100%，受到了群众的广泛好评。该院
的控申接待室已连续两届被最高人民检
察院命名为“全国文明接待室”。

——深入开展服务企业发展活动。
该院紧紧围绕促进经济发展，出台了《服
务企业发展十条规定》，对涉及企业的案
件特事特办。扎实开展“检察干警进千
企”活动，建立检企联系制度，组成检察服
务队，党组成员每人分包一个企业，每月
两次深入企业现场办公，协助企业建章立
制，主动提供法律服务，帮助解决困难。
走访企业78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40余次，为企业快速发展提供了高效服
务。深入企业开展法律服务和预防职务
犯罪教育35次，受教育群众5280人。该
院服务企业的做法受到党委政府肯定和
企业欢迎。

——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该院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
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办公室，完
善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办案机制，
共受理提请批准逮捕的未成年刑事案
件16件44人，不予批准逮捕11人，批准
逮捕 33 人，提起公诉 12 件 45 人，1 件 2
人拟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在全院选拔
业务能力强，具有心理学、教育学知识
的 2 名中层正职担任中小学校的法制
副校长，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10余次，受
教育师生2000多人次。此外，该院积极
开展帮扶农村中心学校青少年宫建设，
截至目前，该院共投入帮扶资金 5 万
元，为该县南蒲中心校捐赠了电脑、电
子琴、篮球、乒乓球等器材，该校设施和
校园都得到了改善。该院还成立了“文
明志愿服务队”，开展关爱农村留守儿
童活动，3 年来共帮扶留守儿童 33 人，
每年六一儿童节前夕都为留守儿童送
去慰问金、书包、课外图书等，并定期了
解他们的学习、成长情况。长垣县检察
院服务青少年的各种举措，受到了当地
政府、学校、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也
得到了上级的肯定。该院侦查监督科、
公诉科先后被评为“河南省优秀青少年
维权岗”、“河南省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示
范岗”、“全市人民满意的政法单位”。

检察队伍硬，检察事业兴。该院始终把队伍建
设作为事关全局和检察事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采
取各项措施，健全队伍管理机制，以过硬的执法能力
传递法治正能量。

——注重队伍的专业化建设。该院坚持开展
“创建学习型检察院、争做学习型检察官”活动，落实
每周二、五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的学习制
度。为做好新《刑事诉讼法》在检察工作中的顺利实
施，该院积极为干警添置相关书籍，组织干警参加上
级院举办的新《刑事诉讼法》培训，针对新《刑事诉讼
法》组织多次讨论学习活动。成立课题研究、法庭论
辩、材料写作等特色团队,开展庭审论辩、检察官讲
坛、演讲比赛、业务比赛、知识测试、好新闻、优秀调
研成果评比,法律进机关等多种形式的岗位练兵活
动，不断提高检察干警法律素养与专业能力。2013
年，该院先后举办检察官讲坛10次，开展庭审论辩12
次，进行业务比赛和知识测试4次，组织干警参加上
级院举办的领导素能培训 6 人次，业务培训 40 余
次，全面提升检察干警素质。

——大力加强文化建设。该院设置了健身房，
购置了乒乓球桌、跑步机等健身器械，为丰富干警生
活创造便利条件。邀请医学专家开展保健知识讲
座，增强干警关注自身健康意识，体现了该院对干警
的人文关怀。成立青年诗社、书法兴趣小组、绘画
班、摄影协会、舞蹈队、篮球队等多元化的“小文体
圈”。定期开展拓展训练，培育干警意志力、决断力、
创新精神和团队精神。举办文明礼仪讲座、开展检
察职业道德演讲比赛、举办红色经典诗歌朗诵会等
形式多样的活动，有效提高了干警能力素养。开展

“文明用语我先用、文明礼仪我先行”、“检察开放
日”、“千名干警千堂法制课活动”、文明单位帮扶、

“慈善一日捐”、“六一帮扶困难儿童”、“金秋爱心助学
捐款”、义务献血等活动，增强干警的社会责任感和
大局意识。

一年来，把廉政文化融入队伍建设,融
入业务工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形成了崇尚廉政、褒扬廉政、以廉为
荣的良好风尚。

——检务督廉。大力推行检务督察制
度, 用检务督察的形式对干警执行检风检纪
和有关执法办案情况进行督察,促进了执法
办案人员廉洁自律。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新乡市政法干警八不准，深入开展整治
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切实改进工作作风，
提升行政效能活动。采取不定时查岗，掌握
干警工作动态；观看《人生不能重来》警示教
育影片，警钟长鸣；制度完善，严处违法违纪
行为，对违法违纪行为“零容忍”；明察暗访，
强化8小时之外监督；杜绝“雷人”官话，做
文明检察人。积极组织开展“检风检纪”条
规学习月活动，三名干警在全市检察机关

“党纪检纪条规”知识竞赛中取得了第一名
的优异成绩。

——文化倡廉。“清廉一世，幸福一生”
记者在该院一名干警的办公桌上看到的一
块台笺上干警家属亲笔书写并签名的廉政
亲情寄语，时时提醒干警守廉就是守幸福；
像这样的廉政文化建设氛围无时不在无处
不有，像细雨柔风，润物无声。如办公楼一
楼大厅的电子显示屏中，每天连续滚动播出
中央“八项规定”，新乡市政法干警八不准；
为每名干警设置廉政屏保；开辟“廉政文化
走廊”，各楼层悬挂廉政格言警句、法律谚
语、书画作品等, 为干警营造一种蕴含现代
司法理念、彰显公平正义的廉政文化氛围。
参加“廉政测试”、给干警及家属送“廉政短
信祝福”，让干警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不
知不觉中渗透人心。看过举办的廉政书画
展后，一位干部深有感触地说：“看廉政展览
很受教育，观看展览的过程就是接受教育的
过程。”廉政书画展共吸引了 30 个单位
1000多名干部前来参观。

“我们刚柔相济开展自身廉政教育，就
是要让为检清廉意识入脑入心润物无声变
成每个检察官内见于心、外化于行的自觉行
动。”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唐建伟说。

成绩是令人自豪的。又是一年春来
到，长垣检察人正满怀豪情，投身“四个长
垣”建设中，谋发展图振兴，展现新风采，创
造新辉煌。唐建伟坚定地说：“我院将深入
贯彻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履
行法律监督职责，倾力为“四个长垣”建设营
造一个公平正义的发展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