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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春霞 赵珂）“喂，你好。
我是郑州的，姓陈。首先，感谢项城市检察院，你
们培育出了为民想、解民忧的好干部。再一个，想
请你们单位寻找一位拾金不昧、不图回报和名利的

‘无名英雄’，并予以表扬。”5月23日上午一上班，项
城市检察院办公室人员小郭就接到这样一个电话，
她问明情况、作好记录后就报告给院领导。

经多方打听，该院才知道，郑州陈某说的这
位不图名利的好人是该院检察官刘东华。原来，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016年5月14日，刘东华乘坐三轮车去同事
家的路上，发现车座上有一部手机。问车主，车主
说可能是他一位朋友丢失的。刘东华从车主的神
态和说话的颤音判断车主在说谎，立即对他进行
了批评教育，并在下车后等待手机失主联系。

过了一会儿，手机失主仍未联系。刘东华因有急
事，就在失主手机里找到其亲戚的手机号码，打电话让
他们想办法联系失主。过了将近一个小时，失主陈某

终于打来了电话，激动地说“我这就去取手机”。
因陈某是外地人，路不熟，当时又下着大雨，

到约定地方后迷路了。刘东华冒雨找到了陈某，通
过核对确认其正是失主后，将手机递到了陈某手里。
陈某的双手立即握住了刘东华的手，激动地说：“我
姓陈，郑州人，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我得好好感谢
你！”。刘东华说：“这点小事不算什么，用不着感
谢”。陈某说：“兄弟，我是生意人，这里面除通讯录
外还有很多业务信息、财务信息，这些重要资料不
是拿钱能换的，如果手机找不到，我的损失不知道
有多大呢！”“请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陈某连续问
了好几次，刘东华仍是没有说出自己的联系方式。
这时陈某说：“兄弟，你是好人，最起码让我知道你
的名字吧！”，刘东华想了想说：“我是项城市检察院
的一名普通干警，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用放在心
上。”

回到郑州后的陈某，忙完业务后，想起手机
失而复得这件事，这才发生本文开头的一幕。

外出考察取真经
本报讯（通讯员 王春霞 赵珂）“云南省

安宁市检察院，开办‘流动预防学校’，以精品
‘小课堂’为重点，设计有行业特色的授课菜
单，为不同的行业和单位定制主题预防讲座，
颇具特色，值得借鉴。”这是项城市检察院预
防科长吴子林在汇报考察情况。

最近，该院组织干警分批次赴全国先进
基层检察院学习取经。这是该院在取得“河
南省检察系统先进集体”荣誉基础上，为获得
更多国家级荣誉、创建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
而采取的战略举措之一。

为达到取长补短目的，该院党组要求，针

对检察工作薄弱环节，要选择有特色的全
国先进基层院作为考察对象，力求取长补
短。他们对考察对象进行了精心选择，确
定分批到广州市越秀区检察院、深圳市龙
岗区检察院、昆明市官渡区检察院、云南
省安宁市检察院等先进基层检察院考察
学习。

考察过程中，外出干警认真听取被考察
单位的经验介绍，观看软硬件设施，翻阅案
卷、查看档案资料，进行座谈交流，现场观摩
各自对口部门业务工作流程及操作，准确把
握经验要领。在率先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深

圳市龙岗区检察院，考察人员走访了诉讼监
督部，详细询问了主任检察官办案模式。先
进院超前的文化理念、规范的管理模式、科学
的队伍建设，使参观人员开阔了眼界，思想深
受启发。

学习归来，该院党组召开了外出学习心
得汇报会，外出人员汇报了参观学习心得、部
门工作差距以及今后采取的改进措施等。干
警纷纷表示一定要以先进院为榜样，立足实
际、学习先进、创新举措，努力推动本部门工
作实现新跨越，为创建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
而努力拼搏。

本报讯（通讯员 王春霞）近年
来，项城市检察院通过多种渠道深
化检务公开，坚持把打造“阳光检
察”作为提升检察形象的重要载
体。一是借助统一应用软件系统
平台，主动公开案件信息。2015年
在统一应用系统录入各类案件 633
案，公开程序性信息569件、法律文
书 130 件。二是借助新媒体平台，
多渠道开展检察宣传。开通“两微
一端”，发送手机报 24 期，微信、微
博 453 期，今日头条新闻客户端发
布一千余条信息，在市电视台法治
在线检察专栏播放专题片21期，向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寄送《检察工
作简报》12 期。三是通过开展“五
进”和“检察工作走基层”等活动,组
织开展法律宣讲,设点宣传、召开座
谈会等活动,主动介绍检察工作,现
场解答群众疑惑,不断扩大检察宣
传影响力。四是借助“检察开放
日”、“举报宣传周”等平台，“请进
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听汇报和
实地察看相结合，主动接受外界监
督，进一步增强工作透明度，使群
众更加近距离地感受检察机关，了
解检察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段 刚/
文图）6 月 2 日，项城市检察
院李磊检察长带队到贾岭镇
调研精准扶贫工作，市粮食
局、市公路局、市发改委、市
林业局等相关负责同志陪同
调研。并对“三夏”秸秆禁烧
工作进行督导。

在贾岭镇政府召开的座
谈会上，调研组一行先后听取
了欧寨、大刘两个行政村的贫
困人口基本情况，东刘行政村
基本情况及精准扶贫措施和面
临的难题，各行政村支部书记
关于“三夏”麦收和秸秆禁烧防
火工作情况介绍等。就如何做
好精准扶贫工作及秸秆禁烧工
作，李磊检察长指出，一要思想
认识要到位。扶贫脱贫工作正
处于攻坚阶段，中央和上级党
委把扶贫工作已纳入中心工作

来部署、来开展。同样，秸秆禁
烧也是“三夏”工作中当务之急
的工作，上级党委都是下大力
气来抓的一项工作。贾岭镇
村镇两级班子要引起高度重
视，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不
能有任何麻痹思想和侥幸心
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和上级党委的要求和精
神上来，多措并举，扎实推进。
二是各项措施保障要到位。
上级党委关于扶贫工作及秸
秆禁烧工作都明确了目标和
措施，镇村两级党委也结合实
际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
方法措施，这些好的措施一定
要落实到位、保障到位，确保
上级党委的惠民利民政策落
实好，以实际行动顺民声、赢
民意。三是责任追究要到位，
绝不姑息迁就。

本报讯（通讯员 葛清华 姜保山）为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重要讲话精神，提升检察
干警的思想认识和组织纪律意识，6月1日，扶沟
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鲁建军就“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的开展以《突出检察特色、深入开展“两
学一做”、争做合格党员》为主题的专题党课，开
启了该院“两学一做”的学习教育的序幕。

鲁建军指出，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是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之后深化党内教育的又一次实践，是加强
党的思想整治建设的重大部署，是全面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抓
手，是进一步提升全体党员素质、党的执行能力
的需要，也是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的重要举措，只有常学常做
才能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党的先进性和战斗

力。同时，鲁建军从“学党章党规明确标准、规范
言行”“学系列讲话统一思想、坚定信念”“做合格
党员知行合一、勇于担当”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
入浅出的阐述。要求全院干警立足检察职责，准
确把握坚定理想信念的深刻内涵，深刻领会“两
学一做”的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扭住“做”这个
关键，着力明确努力方向，通过学习党章党规和
系列讲话，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做检察事业
发展的开拓者，树立共产党员的先锋形象。突出

“改”这个重点，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对照、检
查、解决检察自身存在的问题，确保学习教育不
流于形式、不走过场。突出“干”这个中心，自觉
做到促进工作，通过学习教育，提升检察人员政
治素质，激励检察人员提升干劲，实现检察工作
有序推进、快速发展，把各项任务落实好，确保取
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本报讯（通讯员 王春霞 朱培
连）“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功在当
今，利在后世。”上世纪九十年代我
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普九”高潮，
极大改善了办学条件，提高了教育
普及水平。然而由于“普九”带有

“突击性”、“运动性”，部分学校债台
高筑、纠纷不断。为维护教学秩序、
确保学校正常运转，国家于2007年
启动了“普九债务化解”项目。由于
时间较长，加之“普九”时学校账目
不够完善、工程管理混乱，在“普九”
债务确认过程中，一些不法分子认
为有机可乘，趁机“揩油”。

2007年下半年，国家核实确认
“普九”债务期间，项城市王明口镇
陈周营行政村支部书记赵某强伙
同陈周营小学校长赵某华、朱某彬、
邓某亮商量虚报陈周营小学“普九”
债务资金，并采取制作虚假协议书、
虚假建校账、虚假欠条、虚假领条的
手段，以赵某华为债权人申报 5 万
元，朱某彬为债权人申报3万元，邓
某亮为债权人申报3万元。并且商
定“普九”债务资金拨付后赵某华分
2万元、朱某彬分2万元、邓某亮分2
万元、赵某强分5万元。

2010 年 6 月，陈周营小学“普
九”债务清偿资金分别拨入赵某华
账户 5万元、朱某彬账户 3万元、邓
某亮账户3万元。赵某华交给赵某
强 29000 元，个人分得 21000 元；朱
某彬交给赵某强 10000 元，个人分
得 20000 元；邓某亮交给赵某强
10000 元，个人分得 20000 元；赵某
强个人分得49000元。

项城市法院依法判决赵某强
犯贪污罪，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12 万元；赵某华犯贪污
罪，处有期徒刑 1年 2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 10 万元；朱某彬犯贪污
罪，处有期徒刑 1年 2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 10 万元；邓某亮犯贪污
罪，处有期徒刑 1年缓刑 2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10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王春霞 赵珂）
为丰富干警文化生活，培育干警协
作精神、竞争意识，增强队伍向心
力、凝聚力，近日，项城市检察院举
办了综合运动会。

运动会在第九套广播体操的
乐曲中拉开序幕，该院办公楼前的
广场上，全体干警动作一致、翩翩
起舞，精神饱满、体态舒展，把第九
套广播体操做得美轮美奂。紧接
着，拔河、100米短跑、4x100米接力
赛、5 人绑腿跑、女子跳绳、羽毛球
单打、乒乓球单打、篮球共8个项目
的比赛依次举行。比赛中，参赛干
警你追我赶、奋力拼搏、勇争第一,
多人赛项目密切配合、注重技巧，
加油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比赛高
潮迭起。特别在拔河比赛中，4 组
共40名运动员进行了激烈的角逐，
激越的锣鼓声与啦啦队呐喊助威
声响成一片，催人振奋，场面蔚为
壮观。60 多名参赛选手以矫健的
身姿和较高的业余竞技水平展现
了该院检察干警的风采。

近年来，该院坚持文化育检、
从优待检，高度重视干警身心健
康，先后建成干警阅览室、健身房
及羽毛球、篮球、乒乓球等运动场
地，成立了书法、摄影、运动、健身
等文体兴趣小组，利用业余时间组
织开展各项文体活动，陶冶干警情
操，增强干警体质，有力促进了各
项检察工作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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