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周口
HENAN LEGAL DAILY

ZZ552016/08/30
责任编辑 李 艳

E-mail:jrabcyc@126.com

本报讯（通讯员 王春霞/文图）8月 22日，
项城市检察院检察长李磊为该院干警做了题
为《坚定理想信念，做合格共产党员》的“两学
一做”专题党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讲话精神，推动该院“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活动深入开展。

李磊从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不忘初
心 继续前进”讲起，回顾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
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发展概况，讲解了社
会主义在国际上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
践、由理想变成现实、由一国胜利到多国胜利
的发展及暂时出现的挫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产生的两
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历史贡
献。李磊在讲解中不断与干警互动，并旁征博
引，利用多媒体播放大量的珍贵历史资料，内
容涉及古今中外，以铁的史实说明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科学
性，论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
然、中国人民的选择，人类社会发展必将走向
共产主义，从而引导干警增强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

李磊强调，当前进行的“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面向全体
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推动党内教
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
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党的

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部署。全体党员干警要
按照方案要求，坚持正面教育和常态化教育，
坚持学用结合，突出问题导向，着力解决理想
信念模糊动摇、党的意识淡化、宗旨观念淡薄、
精神不振、道德行为不端等突出问题，进一步
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进一步增强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
正确的政治方向；进一步树立清风正气，严守
政治纪律政治规矩；进一步强化宗旨观念，勇
于担当作为，在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

锋模范作用，做合格共产党员。
该院政治部副主任陈志兴表示，听了李磊的

党课后，一些思想上的模糊认识清晰了，共产主
义理想信念更加坚定。院领导在深学学深、真信
真用方面为我们做出典范，下一阶段我们要在

“精读”上下功夫，深刻领会和把握党章党规和习
总书记系列讲话的精髓，开好民主生活会，撰写
高质量的专题研讨报告，开展知识竞赛、民主测
评，在学中做、做中改、改中提升，切实解决自身
问题，做“四讲四有”合格共产党员。

检察长讲专题党课

掀起“两学一做”活动高潮

本报讯（通讯员 屈琳 王勇）
随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的
深入开展，该院的党员领导干部和
一般党员干警学习“党章党规”、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的劲头十足，为了丰富学习载
体，确保“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扎实
开展并取得实效，充分发挥廉政文
化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拓展反腐倡廉教育的内容和形式，
进一步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
腐败力度，该院开展了“廉政书法
比赛”活动，以一种新的方式向党
诉说忠诚。该院检察长郑清朝及
院班子成员均带头书写了作品并
给予了热情指导。

该院组织的“廉政书法比赛”
作品分为软笔和硬笔书法，本次活
动共征集作品 120 幅，并 按照“公
平、公正、公开”原则，对参赛作品
进行评比，评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10 名,颁发证书和奖
品。并将全院干警参赛作品在该
院文化广场展出。

此次活动以科学发展为指导，
以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为主线，大力弘扬立党为公、执
政为民、艰苦奋斗、廉洁从政的崇
高精神。通过开展此次书法比赛，
进一步加强和推进党风廉政文化
建设，积极营造良好氛围，有效地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扎实开
展。活动结束后,干警纷纷表示,将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提高自己
的廉洁自律意识水平,为维护一方
正义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 葛清华 陈旺林）
为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自身党风廉政
建设，推进“两个责任”落实，巩固检察
干警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规范检察
干警廉洁从检的自觉性，打造风清气正
的检察队伍。近日，扶沟县检察院在开
展的“两学一做”主题教育活动中，为全
院干警建立了个人廉政档案，以构建
科学、规范、完善的执法监督长效机
制，强化对检察人员遵守廉洁自律和
廉洁从检规定的监督，为检察工作的
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纪律保障。

廉政档案的内容主要包括干警本人
及家庭的基本信息、收入、住房、车辆情
况等, 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干警签订的廉
洁从检承诺书、家庭助廉承诺书等，同时
还包括落实一岗双责、开展廉政教育、廉
政谈话记录、办案过程中落实“两个规
定”抵制说情打招呼情况、干警拒贿登记
表、配偶及近亲属经商办企业情况、办理
婚丧嫁娶情况、个人工作廉政奖惩情况、
年度述职述廉报告、提拔任用转正等相
关廉政鉴定、考核评价等。科级领导干
部还需要汇报个人财产、配偶及子女从
业情况和本人、近亲属出入境情况、是否
持有永久居住权等。

廉政档案实行“每月一修补，每年
一更新”，由纪检监察部门负责管理，
按照统一规格、统一标准、统一形式进
行建立。实行一人一档制，内容由干
警本人和部门填写申报，纪检组审查
把关、专人存档，实行纸质和电子“双
重管理”。廉政档案记载的内容作为
干警晋级、提拔和奖惩、表彰及年度考
核的重要依据，以此促进干警执法行
为规范化。

据悉，建立干警个人廉政档案是该
院开展“两学一做”教育活动的一个缩
影，更是该院党组结合实际，认真落实
上级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的决策部署，对干警执法执纪、执行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情况，实施动态监
督管理的一种机制创新。廉政档案的建
立，通过纪检部门对干警个人情况的全
面了解，形成院党组统一领导，纪检部门
组织协调，全院干警积极参与，齐抓共管
党风廉政建设的格局。使廉政档案真正
成为挂在干警头上一把监督‘利剑’,时刻
提醒干警规范执法，严于律己，为廉政建
设再筑一道坚实的“防火墙”。

本报讯（通讯员 柴宏伟 李伟）
近日，结合“三亮三评三提升”活动
的开展，太康县检察院召开全体干
警会议，就加强廉洁从检、改进工作
作风进行学习教育，为进一步打造
廉洁检察形象作出部署。

会上，太康县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李世龙指出，在整个国家反
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中，检察
机关的党风廉政建设至关重要。检
察机关的作风是党的作风在法律监
督领域的重要体现，是人民群众评
价党的建设情况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名检察人员，保持清正廉洁
的工作作风是践行群众路线的根本
要求，是做好一切检察工作的前提
和基础。

会议要求，要健全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机制、监督机制和责任机制，
做到分工明确，职责清晰，落实责
任，强化监督，真正做到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不断完善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制度。要结合“三亮三评三提
升”活动的开展，严格按照中央“八
项规定”和检察工作人员纪律要求，
对领导干部个人剖析和群众提出问
题的整改情况进行逐一检查，对仍
然存在的问题发现一起纠正一起。
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顶风作案、
顶风违纪的，坚决查处，绝不姑息。
要通过查办和惩处，在全体干警中
形成震慑，引以为戒。

李世龙最后强调，加强检察机
关党风廉政建设，是对党和人民的事
业负责，也是对整个检察队伍负责，更
是对每个干警个人负责，希望全体干
警进一步警觉起来，常修为政之德、常
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抵制
各种诱惑的侵扰，树立检察机关和
检察人员新形象，为打造廉洁检察
形象做出积极贡献。

本报讯（通讯员 王春霞 高文明）项城市检
察院在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中，始终坚
持实体与程序并重、预防与惩罚并重、法律效果
与社会效果并重的原则，严格规范办案程序，切
实加强涉案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

坚持法定告知程序与保护隐私相结合。在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及时向涉案未成年人送达

《未成年人被害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未成年人
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告知书》。并根据案件进展
情况，以书面通知或电话告知的形式及时将案件
相关情况告知涉案未成年人。办案人员到未成
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亲属所在学校、单位、
居住地调查取证时，不驾驶警车、不穿着制服，以
免暴露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隐私；除其法定代
理人或合适成年人可在场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得
在场；制作起诉书时，一律不出现未成年被害人

真实姓名；出庭公诉时，一般不重复提及未成年
被害人真实姓名；相关案件宣传报道，不披露可
能推断出未成年被害人身份的资料。

实行合适成年人到场参与诉讼制度。在讯
问、询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时，其
法定代理人不能或不宜到场的，经征求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同意，邀请妇联、团委、关工委、学校
的老师组成的合适成年人代表，来参与未成年
嫌疑人、被害人、证人接受讯问、询问，以保证案
件讯问的正常进行，并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在审查逮捕或审查起诉时，发现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未委托辩护人时，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
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做到法律援助全程化，充
分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2012以来，
经与法律援助中心协调，该院已为60余名符合条件
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了法律援助。

太康县检察院公诉科干警在
工作中严格执法，认真履行检察
职能，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竭尽
所能为案件被害人挽回经济损
失，得到案件被害人的高度赞
誉。被害人陈某被骗现金 12000
余元，家庭生活陷入困境。被骗
现金追回后，陈某心情激动，于 8
月22日给该院送来“司法为民 廉
洁奉公”的锦旗。
通讯员胡红涛 郑亮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胡红涛 郑亮）近日，因适用
法律错误，导致量刑不当的许某强奸案经太康
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后，周口市中级法
院采纳了抗诉意见，由一审的8年零6个月改判
许某有期徒刑10年。

1991年6月27日出生的许某，2010年12月
29 日因强迫卖淫罪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6 年，
2015年5月12日通过减刑获释。

2015年11月22日，许某将太康县某中学未
成年女学生强奸。2016年 3月 24日，太康县法
院以强奸罪判处许某有期徒刑 8年零 6个月。

接到判决书后，太康县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许某采取暴力手段强奸未成年女学生，情节恶
劣，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

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进行量刑处罚，且许某系
累犯，应在起点刑期10年以上从重处罚。法院判
处其有期徒刑8年零6个月，显属适用法律错误，
量刑畸轻。太康县检察院对此案提出抗诉。

周口市中级法院审理后认定，许某光天化
日之下采取殴打、言语恐吓等手段强奸未成年
在校女学生，且对被害人实施二次强奸，对被
害人的学习成绩造成严重影响，对被害人的心
理及前途造成终身损害。许某系刚刚被释放
的累犯，主观恶性大。所以，太康县检察院提出
的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轻的抗诉理由及二审
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成立，予以支持。依法撤销
太康县法院对许某的量刑部分，判处许某有期
徒刑10年。

扶沟县检察院
建“廉政档案”
促“廉洁从检”

西华县检察院
廉政书法诉忠诚

太康县检察院
完善工作机制
打造廉洁检察

项城市检察院

规范办案程序 维护涉案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太康县检察院

抗诉一起量刑不当案件获改判

项城市检察院检察长李磊讲党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