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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三”
让党建业务双提升
——淇县检察院切实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纪实
日前，淇县检察院召开党组（扩大） 轰烈烈，又踏踏实实，取得了党建和业
会和全院干警大会，深入学习党的十九
务工作两不误、两促进的显著效果，受
大精神，要求全院干警以党的十九大精
到社会各界一致好评。该院连续 5 年被
神为引领，切实做好思想建设和检察工
省检察院表彰为“查办职务犯罪先进基
作，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层院”，连续 3 年被市检察院表彰为“全
化制度化。
市先进基层院”，先后获得“全省检察文
近两年来，淇县检察院切合实际， 化建设示范院”
“ 全省科技强检示范院”
开展“三个活动”，增强党性意识；搞好 “全省未成年人帮扶教育基地”等荣誉
“三个服务”，展现党员精神风貌；坚持
称号。该院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 三 个 学 习 ”，促 进 党 建 与 业 务 统 筹 推
常态化制度化的经验做法得到省检察
进，使“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得既轰
院的充分肯定。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张敏 李顺义/文图

开展
“三个活动”
增强党性意识

淇县检察院检察长王朝晖走访、慰问贫困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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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好
“三个服务”展现党员精神风貌

●●新闻回放
5 月 22 日，淇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王朝晖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以为
民、务实、清廉为主题，为全院党员干警讲
党课。他要求干警以教育实践活动为契
机，发扬优良作风，不断推进检察工作健康
发展。
一要强化为民的宗旨意识，促进服务
水平提升。在执法办案中，要尊重群众，倾
听群众心声，倾听案件当事人意见；要提高
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充分考虑案件的法律
效果和社会效果，做到定分止争、案结事
了，同时注重延伸职能，促进执法办案效果
最大化；要通过虚心待民、真心为民、执法
为民、服务便民，树立检察机关领导干部的
良好形象。
二要强化务实的工作作风，促进业务
水平提升。首先，要实现四个转变：看问题
的方式要转变，要多看问题，多看不足；领
导方式要转变，要尊重法律，对事实负责；
抓工作的方式要转变，要深入实际调查研
究，在具体上求深入，在具体上求突破；执
法办案的方式要转变，既要立足检察职能，
又要注重服务便民、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
谐。其次，要树立四个意识（规律意识、求
真务实意识、统筹意识、责任意识），真正把
心思放在研究问题、推动工作上，要用强烈
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扎扎实实的工作业绩
取得群众信任。
三要强化清廉的思想境界，促进队伍
素质提升。要树立崇高的道德标准，把追
求公平、公正作为最高职业追求，时刻提醒
自己恪守职业道德，
“ 勿以官小而不廉，勿
以事小而不勤”；要常怀敬畏之心，敬畏法
律、敬畏组织、敬畏人民、敬畏舆论，时刻想
着身后有无数双眼睛在注视着；要规范自
己的行为，抵得住诱惑、守得住清贫，慎用
手中权力，时刻做到“慎言、慎行、慎独”
。

●●画外音：
淇县检察院切实开展“党员三问”、亮
身份作承诺、系列党课等活动，不断把“两
学一做”
学习教育引向深入。
——开展系列党课活动。该院制订计
划，严格落实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定期在
全院、主管部门上党课，党支部书记为所在
支部上党课制度，
同时，
延伸党课覆盖面，
要
求分管扶贫院领导在联系点上党课，
树立检
察机关良好形象，
增强基层党员宗旨意识。
——开展“党员三问”活动。一问平时
工作、生活中有没有混同于一般群众的想
法和行为，二问有没有做到参加组织生活、
交纳党费等最起码要求，三问对做一名合
格党员有什么打算？该院通过“党员三问”
活动，让党员干警认真研讨合格党员标准，
在自省中克服不足，
在反思中规范自我。
——开展亮身份、作承诺活动。该院
要求党员干警结合自身实际，自觉亮出党
员身份，在胸前佩戴党徽，在办公桌上摆放
党员标志牌，在控申大厅、案管大厅等服务
窗口设立“共产党员服务牌”，时刻不忘党
员身份，
严格要求自己。

●●新闻回放之一：

常务副检察长赵建平走访贫困户（资料图片）

王某家住淇县西岗镇，丈夫因交通事
故于 2012 年 7 月不幸去世。事故发生时，
王某也在车上，也受了伤。丈夫去世后，家
里的顶梁柱没了，她家的生活一下子变得
异常艰难。王某平时靠种地和打零工攒些
钱，3 个孩子都在上学，尽管村里为其申请
了低保，但正常生活仍然难以维持。淇县
检察院控申科干警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及
时向院领导汇报，该院决定对王某进行司
法救助。
“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从淇县检
察院控申科干警手中接过 2000 元司法救助
金，
王某感激万分。
据了解，今年以来，淇县检察院为两名
申请救助人提供司法救助金共计 5000 元 ，
为需要救助的家庭送去了关爱和温暖。

●●新闻回放之二：

巾帼维权志愿者参加法治宣传活动

刘某患有严重疾病，今年刚做过手术，
不能干活，这使得本来贫困的家庭雪上加
霜。结对帮扶的淇县检察院干警张相海想
帮刘某的妻子找份工作。通过多方联系，
他为刘某的爱人许某在本村小学的餐厅找
了份工作，每天工资 60 元。学校离家很近，
许某可以兼顾卧病在床的刘某，一家人都
很高兴。

●●画外音：

该院干警参加建党 96 周年合唱比赛

C

近两年来，淇县检察院切实开展法律
援助服务、扶贫攻坚服务、文明志愿服务，
深入推进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开展法律援助服务。该院将法律

服务向监所延伸，在县看守所驻所检察室
设立法律援助受理中心，为在押人员和留
所服刑人员提供法律咨询，对需要法律帮
助而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押人员和留所服刑
人员，无偿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向未检工作
延伸，成立“12355”青少年服务中心，通过
与承办法官、教育局、学校联系，帮助涉罪
未成年人重返校园、回归社会；向信访延
伸，结合检务公开、举报宣传周等活动，围
绕法律援助工作的职责和范围，宣传法律
援助制度，开展法律咨询，提供刑事法律援
助服务，提升检察机关法律援助效果。
——开展扶贫攻坚服务。该院选派优
秀机关干部担任淇县高村镇漫流村等扶贫
联系村第一书记，深入走访调研，与村“两
委”共同研究制定脱贫规划，确定致富项
目，全力保障扶贫工作有序推进；做好产业
帮扶，立足古村落旅游、特色作物种植等项
目，主动对接扶贫、旅游、财政、林业等部
门，争取公路硬化、荒山绿化等基础设施扶
贫项目 6 个，发展油城梨种植项目，帮助建
立农村合作社两个；做好资金帮扶，协调民
政、交通、水利、农业、教育等部门，争取资
金 30 余万元，修村道路，打灌溉井，建成村
民健身活动场所，受到群众好评。
——开展文明志愿服务。该院通过文
明志愿服务充分展现检察干警热心公益、
爱
心助人的精神风貌。全院实名注册 50 名文
明志愿者，相继开展了以“讲法律、助维权、
促和谐”为主题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送
法下乡、看望慰问孤寡老人；在县行政服务
中心开展便民志愿服务活动，
主动为办事群
众提供指引、
咨询服务；
开展文明旅游、
文明
交通、
保护母亲河等活动，
倡导文明新风。

坚持
“三个学习”促进党建与业务统筹推进

●●新闻回放：

●●画外音：

今年以来，
该院把风险评估机制贯穿办案
全过程，
认真评估重大复杂案件、
热点敏感案
件、
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可能存在的不稳定因
素，
主动做好隐患排查、
风险防范和矛盾化解
工作。同时，
该院坚持和完善
“大信访大稳控”
机制，
全院联动，
形成矛盾化解合力，
还制作了
刑事和解歌，
进一步完善刑事和解制度，
对不
捕案件实行
“三说明一报告”
制度，
对不起诉、
不抗诉案件实行释法说理制度，
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果，
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该院制订和完善了《青年干警教育培训
方案》，鼓励青年干警接受继续教育和技能
培训等。今年以来，该院多名干警被鹤壁市
检察院记三等功或者嘉奖，青年干警综合素
质和业务能力明显提升，推动了各项检察工
作的开展。
2017 年 3 月 28 日，鹤壁市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陈兆法到淇县调研，对该院的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

近 两 年 来 ，淇 县 检 察 院 坚 持“ 三 个 学
习”，
促进党建与业务统筹推进。
加强党建学习。该院健全学习制度，
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
结合检察机关实际，
制定完善
了《2017 年度淇县检察院党组中心组分专题
集体学习安排意见》
《党组议事规则》
《机关党
支部委员会工作制度》
《党支部
“三会一课”
制
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充分用活各种学习形
式和载体，
除按规定严格执行
“三会一课”
制度
外，
各部门按照既定学习计划组织学习，
定期
邀请党建专家、
业务骨干讲授党务理论和业务
知识，积极运用“互联网+”，打造微信学习平
台，
增强干警学习教育实效性；
注重学习效果，
利用党支部会议和演讲比赛等形式，
总结学习
成效，
确保党员意识在学习中得到提升。
学习先进经验。该院一方面结合检察
系统内部竞赛、表彰活动和县委优秀党员评
选活动，通过网络、报刊等渠道，组织干警学
习先进事迹；另一方面由纪检监察部门收集

检察内网、新闻媒体以及上级机关通报的典
型案例，装订成册，组织全院干警学习。
加强业务学习。该院将“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与业务学习相结合，统筹考虑，形成
一盘棋：定期开展案件质量评查，通报评查
结果，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细致点评，促进干
警不断转变理念，将规范司法行为融入办案
的各个环节，提高办案水平；召开案例分析
会，及时总结分析案件相关情况，查漏补缺，
增强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运用能力；成立写
作小组，组织干警对个案和类案进行调研，
提出法律适用、解决对策等观点，锻炼干警
的写作能力，提高干警的办案分析能力。
今年以来，
该院4个科室被鹤壁市检察院
荣记集体三等功，
5名干警被荣记个人三等功，
9个科室获集体嘉奖，
8名干警获个人嘉奖。在
今年 9 月 28 日淇县举办的“不忘初心 砥砺奋
进”
合唱比赛中，
该院获得金奖。今年9月份，
该院刑事执行检察局被授予
“鹤壁市青年文明
号”
荣誉称号，
该院干警高栋军被共青团鹤壁
市委授予
“鹤壁市青年岗位能手”
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