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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中原·文明扶沟”广场文化活动举办专场晚会

检察官倾情演绎赢喝彩
本报讯(通讯员 葛清华 王冬晋/文图）8 月 24 日晚 7
时 30 分，由扶沟县委宣传部主办，扶沟县检察
院承办的 2017 年“欢乐中原·文明扶沟”广场文
化活动检察专场文艺晚会在扶沟县人民会堂
上演。
扶沟县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苏宏锦在致
辞中表示，
近年来，
该院在县委和周口市检察院的
正确领导下，
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和
政府、
政协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
紧紧围绕全
县工作大局，
坚持
“聚焦主业、
推进改革；
规范司法、
强化管理；
勇上台阶、
争创一流”
的工作思路，
务实重
干，
忠诚履职，
各项检察工作在服务大局中取得了新
成绩、
实现了新发展。此次举办检察专场文艺晚会，
既是检察机关为迎接党的十九大献上的一份礼物，
又
是提升城市品位，
展示扶沟县良好形象的重要举措，
更是检察干警回报扶沟县人民的一份文化
“大餐”
。
由 60 名检察干警参加的大合唱《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拉开了晚会的序幕。随后，歌
曲、戏剧、舞蹈、魔术、杂技、乐器演奏等精彩的
文艺节目一一呈现，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与
阵阵喝彩。

西华县检察院
晋位争先 强化责任担当
本报讯（通讯员 屈琳）近日，
西华县检
察院召开全体干警大会，
迅速学习贯彻全
市检察长座谈会精神。
在全院干警大会上，院党组成员、副
检察长郭文祥 介 绍 了 全 市 检 察 长 会 议
的 基 本 情 况 ，领学了周口市检察院检察
长高德友的重要讲话。针对贯彻落实全
市检察长座谈会精神，该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郑清朝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明确目
标、晋位争先。主要是针对存在的问题把
脉问诊、开方治病、补齐短板、争创一流。
二是强化责任担当。分管领导要指导好
工作，
管好队伍，
部门负责人要率先垂范，
同时要管好本部门的干警。既要面对矛
盾，也要解决问题。在其位就要谋其政。
三是要加强协作配合，
形成合力。不谋全
局者，
不能谋一域。业务前后衔接的部门
要加强纵向协作，
业务相互关联的部门要
加强横向配合。共同下好
“一盘棋”
。
最后，
郑清朝强调，
全体干警要将全市
检察长座谈会议精神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
入脑入心，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
精神上来，
每位干警要继续保持奋发有为
的精神状态，
开拓创新，
锐意进取，
扎实工
作，
在全院上下形成积极向上、
创先争优的
良好氛围，
确保检察工作全面健康发展。

郸城县检察院
召开机关党建工作培训会

扶沟县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苏宏锦在晚会中致辞

淮阳县检察院

开展警示教育乡村行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张艳华 刘艳艳）为推进
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加强警示教育，
深化法纪宣传，
淮阳县检察院预防局在全县范
围内开展扶贫领域警示教育乡村行系列活动，
通过“五个一”开展活动，即：组织一次宣讲活
动，该院预防局组织干警组成警示教育宣讲
团，有针对性地系统地开展警示教育宣讲活
动；播放一场廉政反腐警示微电影，进一步提
升预防职务犯罪的宣传效果，
扩大职务犯罪预

防工作的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
召开一次座谈
会，
了解民情民意，
倾听民众呼声，
做到精准识
别不漏一户一人，精准帮扶做到一户一策，用
心用情用力做好脱贫攻坚工作；
制作一册扶贫
领域典型案例宣传手册，坚持以案促改，宣传
好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
增强广大基层
党员干部法纪观念；印发一张《扶贫情况问卷
调查》，
真正了解扶贫领域基层民情民意，
为完
成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提供保障。

近日，
项城市检察
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李
磊为该市贾岭镇东刘行
政村村民送去了农业科
技、
科学种植养殖系列
科普书籍近300册，
并通
过与群众面对面的交
流，
征求对检察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
倾听群众
在农业生产生活中对科
普知识的需求，
受到了
村民的热烈欢迎。通讯
员 王春霞 摄影报道

淮阳县检察院

在全市检察长工作会议上作经验交流发言
本报讯（通讯员 张艳华 刘艳艳）近日，周
口市检察院召开了全市检察长工作会议，贯
彻落实全省检察长会议精神，全面总结回顾
了今年前 7 个月全市检察工作取得的新进展
新成绩，准确分析了检察机关面临的新形势
新任务，提出了后 5 个月的工作思路。周口市
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高徳友出席会议并
讲话。
会上，5 个基层检察院院检察长作了经验

交流发言。其中，淮阳县检察院检察长严新
爱作了题为《建设过硬检察队伍、确保工作历
久弥新》的交流发言。发言中，严新爱从加强
班子正能量建设，为全院风清气正树立标杆；
注重中层队伍执行力建设，为检察工作健康
发展铸就制胜法宝；重教严管，持续发力，确
保干警队伍坚韧过硬等三个方面详细介绍了
该院在建设过硬检察队伍方面上的有益经
验。
“见红旗就扛、见第一就争”是该院全体检

察干警充满韧性的坚定信念。2014 年，
该院第
三次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荣记
“集体一等功”
，
表
彰为
“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示范窗口”
；
2016
年度查办和预防涉农领域职务犯罪两项工作
受到省检察院表彰；
2016 年度在全省执法满意
度调查中，该院位居全省第 27 名，实现了历史
性突破；
2017 年 4 月，
该院第四次被评定为
“省
级文明单位”
。近 5 年来，
4 个年度被周口市检
察院表彰为
“全市先进检察院”
。

郸城县检察院

部署党风廉政建设暨半年度检察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薛雁）为贯彻落实全省、
全市
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暨反腐败工作会议精神、
检
察长座谈会议精神，
总结今年前7个月的工作，
安排
部署后几个月的重点任务，
郸城县检察院于8月30
日召开党风廉政建设暨半年度检察工作会议。
首先，由党组副书记张金华宣读对 2016
年度以来获得荣誉的部门和干警表彰的决
定。随后，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李涛代表院纪
检组作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报告。

最后，
党组书记、
检察长周威作总结讲话。周 （五）抢抓工作机遇，
努力实现公益诉讼工作良好开
威对本年度前7个月的工作进行了客观总结，
对服
局；
（六）加强队伍建设，
进一步牢固检察工作根基；
务大局、
业务工作、
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工作给予了肯 （七）以加强机关党建为重点，
不断提升党建工作水
定并提出更高的要求；
强调要正视问题，
细查工作中
平；
（八）完善财务管理制度，
加强财务管理工作。
的问题和不足。并要求要扎实做好后几个月的工
周威强调，
以后几个月的检察工作任务艰
作：
（一）坚持服务大局，
保障全县重点工作；
（二）认
巨、
责任重大。全院各科室干警要进一步振奋精
真履行检察职能，
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三）坚
神、
加压奋进，
确保完成
“进位争先”
的工作目标，
持履职尽责，
继续做好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为郸城县决胜全面小康、
实现跨越发展作出新的
（四）聚焦主责主业，
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工作； 贡献，
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 薛雁）为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六中全会
精神，以党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实践活动为主线，
按照市、
县直工委
和院机关党委的总体要求和部署，
突出抓好思想政治建设、机关党的
组织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郸城县
检察院于 8 月 24 日召开了《郸城县
检察院机关党建工作培训会》。
本次培训会特别邀请了周口市
直机关工委组织部部长张庆华和郸
城县直机关工委书记杨道瑞，
亲临现
场进行指导。该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
周威及该院党组成员、
专职委员及各
部门正职参加了本次培训会。
培训会上，
张庆华首先从
“怎样做
一个合格的党支部书记”
入手，
分别从
党支部的性质、
党支部的职责和党支
部书记的职责这三个方面进行展开，
由浅入深、
以小见大，对中国共产党
的组织结构、
党支部在我党全部工作
和战斗力的重要地位、
我党基层组织
的设置、
党组与部门党委、
地方党委、
机关党委的区别、
党支部的任期及八
项基本任务、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等
多方面进行讲解分析；
重点强调了支
部换届选举流程和注意事项、
选举大
会的召开及会后工作；
从
“三会一课”
制度来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到党小组
的产生及发展党员工作，切实推进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沈丘县检察院
亲情在会见中延续
本报讯（通讯员 夏磊 徐建 李
玉东）看守所内，阵阵热浪抵挡不
住李强（化名）父子内心的激动，检
察官们精心组织的“亲情会见”，让
曾经“形同陌路”的父子深情相拥，
愤怒的父亲不再一味训斥儿子不
争气、不走正道，悔恨对儿子关心
不够；失足的儿子也不再抱怨父亲
不 管 自 己 ，发 誓 一 定 好 好 改 正 错
误，重新做人。割裂的亲情在此时
此 刻 得 到 延 续 、升 华 。 看 到 这 一
幕，沈丘县检察院未检办的检察官
们，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事情还得从十几天前说起。该
院办理一起未成年人涉嫌抢劫、
盗窃
罪的团伙犯罪案件，
在讯问犯罪嫌疑
人环节，
涉案的未成年人李强神情黯
淡，
当着年逾八旬的爷爷的面说：
“你
们爱咋咋地，
反正没人要我了，
说不
定下次你们就见不到我了。
”
本着教育感化与打击犯罪并重
的执法办案理念，检察官驱车几十
公里到李强家进行社会调查：发现
李强爸妈早年离婚，妈妈再嫁从未
看过李强，爸爸与再娶的后妈一起
在广东打工，常年不回家。李强参
与抢劫盗窃犯罪锒铛入狱，父母也
没有回来看一眼，爷奶年已 8 旬，无
法照管李强。李强结交狐朋狗友，
上网成瘾，
以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找到问题的症结，检察官决心
运用亲情会见制度，挽救这个亲情
缺失、
倔强、
叛逆、
绝望，
可悲又可怜
的少年。检察官多方联系到李强远
在广东打工的父亲，
三番五次沟通，
终于消解了李强父亲对儿子不务正
业，
不走正道的怨恨，
答应回乡配合
检察官感化李强，
使其改邪归正。
父子间的隔阂、
误会、
怨恨在抱
头痛哭中烟消云散。面对父亲，从
不服软的倔强李强放声大哭：
“爸，
不是你的错，都是我错了，我不听
话，
做了坏事，
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