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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王春霞赵珂）12月7
日,全省检察宣传工作会议在省检察院
召开，项城市检察院再次被省院表彰为
全省检察宣传工作先进基层检察院，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李磊登台领奖并作为
唯一发言的基层院在会上作了《高点站
位重谋划，主动作为抓创新，不断推动检
察宣传工作上水平》的经验介绍。

合力足
项城市检察院把检察宣传作为宣

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意识形
态工作的重要抓手，不断为宣传工作凝
聚新合力。一是上级院宣传部门的悉
心指导，为宣传工作指明“大方向”。三
年来，省、市院宣传处领导多次到项城
调研指导，为该院宣传工作提供了强大
的精神动力。二是院党组高度重视，为
宣传工作构建“大格局”。该院专门成
立了检察长为组长的宣传工作领导小
组，构建起检察长亲自抓、各部门负责
人协同抓、宣传部门具体抓，全院共同
参与的宣传“大格局”。三是加大人财
物投入，为宣传工作提供“大保障”。从
各部门挑选出4名政治素质硬、写作功
底深的检察干警，充实到宣传部门，进
一步配齐配强宣传骨干。

模式新
构建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融合模

式。坚持在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宣
传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两微一端”等
新媒体的探索和运用，成立新媒体办
公室，开设微检察、微说法等栏目，创
新各类宣传载体，提升宣传实效性。
一方面加强与“政府网站”、“平安项
城”等地方媒体的协作，在市电视台开
设“法治在线-检察专栏”；另一方面加
强与《检察日报》、《河南法制报》等上
级媒体的常态化联系，确保检察宣传
跟得上新的形势、把握住时代特点。
三是构建“网上”“网下”结合模式。在
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做好检察宣传的基
础上，探索推出“检察工作走基层”工
作机制，领导班子包乡镇、干警包村，
深入基层群众宣传法律和检察职能，
为群众解决法律难题，提升群众对检
察机关的知晓度和满意率。

责任实
该院一是建立检察宣传工作责任

制。把宣传工作纳入整体工作考核，制
定宣传工作任务分解表，定目标、定任
务、定责任，层层签订责任书，层层传导
压力，有效确保了宣传工作目标的实
现。二是建立宣传联络员例会制度。每
个部门选出1-2名擅长写作的干警作为
宣传联络员，及时报送本部门的工作动
态。三是建立奖惩激励机制。实行“月
通报、季讲评、年终评议”的宣传评价机
制，采取宣传部门登记备案，适时跟踪监
督、通报提醒，确保宣传工作进度。

干劲大
做好检察宣传工作，宣传队伍建设

是基础。一是勤于学习。为适应新媒体
环境、直面新媒体挑战, 宣传科工作人员
积极学习政治理论、法律知识、网络操
作、新闻传播技巧，在“知媒”、“懂媒”、

“用媒”上下功夫。二是密切配合。无论
是负责统筹策划，还是负责摄影照相、新
闻编写、编辑制作、舆情应对，每位同志
都以宣传工作大局为重，在完成各自任
务的同时兼顾其它工作，确保宣传工作
流程实现无缝对接。三是敬业奉献。为
发现新闻线索、捕捉宣传亮点、找准宣传
角度，写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
品，宣传科的同志们不讲名利、不计得
失，常常在路途上奔波，在家中通宵达旦
地加班。正是宣传科一班人的拼搏进取
和默默付出，才为项城检察宣传工作不
断增添了新的活力和色彩。

靳学习被评为河南省“检察之星”
项城市检察院控申科科长

□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王春霞赵珂/文图

12 月 8 日，全省检察机关“检察之星”颁
奖仪式在省院三楼会议中心举行。宣讲员
讲述“检察之星”故事的话音刚落，主持人一
声“有请项城市人民检察院控申科科长靳学
习”，身着检察官制服的靳学习，便迈着矫健
的步伐走上主席台，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
精神抖擞、神采奕奕。

“你是有故事的人，大要案中探幽索微，
涉黑犯罪团伙彻底现形。160 多起信访积
案，每化解一起，都在群众心中树起一座
碑。用证据还原事实，被拯救孩子以久违的
笑容祝福你，也祝福这世界的未来。28年唯
一主题：正义不容打折。”颁奖词这样评价靳
学习。

当从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沈庆怀手
中接过“检察之星”奖杯和证书并与其合影
后，靳学习眼含激动的泪花，弯下腰，向观众
深深鞠了一躬，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

从检 28 年来，靳学习从内勤、助检员做
起，逐步成长为检察员、周口市特别公诉队
队员、主任检察官、检委会委员，历任政研室
主任、办公室主任、侦查监督科科长、控申科
科长。不论职务高低，不管在哪个部门工
作，他都勤于学习、勇于创新、忠于职守，做
到忠诚、干净、担当，在本职岗位上做出辉煌
的业绩。他 4 次被项城市委市政府命名为

“十佳干警”；10余次受到项城市委市政府表
彰；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 8次，二等功 1次，3
次荣获“周口市优秀检察官”荣誉称号；3 次
受到周口市委市政府表彰；5 次受到河南省
检察院表彰；2017年 6月，在周口市检察机关
控申业务标兵竞赛中荣获第一名；办理各类

刑事案件 260 余件，审查把关案件 1100 余
件，准确率均达 100%……

据悉，省检察院从 2017年 4月至 12月在
全省检察机关组织开展了“检察之星”选树
活动，经过逐级推荐、审核把关，省院新媒体
事迹展播和主流媒体宣传报道，专家评审等
环节，从 24 名候选人中评出总分前 10 名的

同志，作为全省检察机关 2017 年度“检察之
星”。靳学习以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脱颖而
出，他的当选，为项城乃至周口市检察队伍
树立了一面旗帜，必将激发全市广大干警干
事创业创先争优的热情，引领大家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奋斗。

一、深度挖掘：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基层干部较多，呈“小蝇巨贪”式贪

腐。查办的42件76人中，农村基层组织干部
31件68人，其余11件8人均为乡镇机关从事
扶贫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且为科员级干
部。这些人员虽然职务不高，但都处于扶贫
资金管理环节的“末梢”，对国家的扶贫开发
政策了解比较透彻，掌握着相当一部分国家
扶贫开发资金，但对其监督管理往往流于形
式。这种过于集中而疏于管理又缺乏监督的
权力，容易滋生“苍蝇式”腐败现象。

（二）连续多次作案，呈“蚂蚁搬家”式贪
腐。从查办的案件来看，有的涉案人员每次
贪腐的数额不太大，但次数较多。这种“蚂蚁
搬家”式的贪腐更具隐蔽性，更不容易被发
现。如D县院查办的某村村长马某某等3人
涉嫌贪污案。涉案的马某某、张某仁、张某松
等3人利用协助政府从事扶贫资金管理工作
的职务便利，采取侵吞、骗取等手段贪污石油
管道征地赔偿金、高速公路拓宽征地补偿金
等国家扶贫资金，其中马某某11次参与贪污，
分得赃款60233元；张某仁11次参与贪污，分
得赃款 60233 元，张某松 9 次参与贪污，分得
赃款56799元。

（三）手段不断翻新，呈“雁过拔毛”式贪
腐。乡镇基层站所和村（社区）从事扶贫工作

的人员大多视扶贫资金如“唐僧肉”，截留私
分、虚报冒领、直接挪用扶贫资金的现象严
重，呈现“雁过拔毛”式腐败。一是直接将扶
贫资金挪作他用。如X县院查办的马某珍涉
嫌挪用公款案。马利用其担任村长兼报账员
的职务便利，将手中掌握的土地赔偿金、青苗
补偿费等70万元公款挪用申购理财产品，获
取非法利益。二是直接将扶贫资金节流贪
污。三是采取冒名顶替方式进行贪污。

（四）共同犯罪突出，呈“狼狈为奸”式贪
腐。从全市查办的42起案件来看，多为共同
犯罪案件，窝案较多。一是共同贪污类。二
是共同挪用类。三是共同渎职类。超越职权
对明显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予以认定，造成
国家危房改造资金损失167万余元。

二、追根溯源：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成因分析
从 Z 市检察机关查办的案件来看，扶贫

领域职务犯罪的高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
因：

(一)扶贫政策宣传不到位。由于宣传不
到位，绝大部分群众对扶贫政策不了解。农
村居民除了知道涉农补贴的领取方式外，对
其他补贴款的性质、发放对象、标准、时间、核
定监督的程序等等都不清楚，也就丧失了对
补贴发放的监督能力。基层百姓的监督缺
位，导致基层干部随意虚报、隐瞒扶贫领域涉
农惠民补贴现象的发生。

（二）政务财务不透明。为了防止扶贫资
金“跑冒滴漏”，全国很多地方采取扶贫资金
发放“一卡通”“一折通”，把资金直接划拨到
农民银行账户上。但在实践中，许多村民的
银行卡和存折均由村干部保管，很多贫困户
根本不知道这些政策，为截留侵吞留下了可
乘之机。扶贫资金管理不规范，只注重扶贫
资金的划拨，疏忽对资金的申报、拨付、使用
等环节的监督，致使个别基层干部能够采取
虚假申报等办法套取扶贫资金。

（三）规章制度不健全。基层的规章制
度，尤其是村镇一级的规章制度不规范现象
普遍，给基层干部留下可乘之机。如有的村
干部有章不循、无章可循，有关财务制度形同
虚设，出纳、会计一人兼，直接经手财务；有的
账目不清，单据、凭证不全，许多收入和支出

都不入账；有的村干部躲避监督，设立账外
账，以白条、虚假发票冲帐、隐瞒收入等手段
进行贪污、挪用公款。如 T 县某乡乡干部马
某某在负责本乡林业工作期间，利用国家荒
山造林补贴政策，为他人办理国家造林补贴，
贪污11.1元。

（四）监督管理不力。目前，对基层工作
干部的监督制约机制也不完善，甚至存在权
利真空，为其犯罪提供可乘之机。上级相关
部门深入基层的力度不高够，了解社情民意
不实，重项目实施而轻跟踪监督，监督往往只
流于形式；多数农村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对乡
村干部向来有敬畏感，村民的维权意识不强。

三、规制进路：预防和惩治扶贫领域职务
犯罪的对策

对于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我们必须努力
从源头上铲除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发生的土
壤，构建起由司法机关、党委政府、村民群体
共同参与的综合性的社会控制预防体系。

（一）加强廉政教育，提高廉洁意识。通
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法制讲座、反腐倡廉警
示教育等方式，提高廉政勤政的思想意识，引
导基层工作干部守住底线，不碰“红钱”，不触
高压线，处理好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工作与奉
献的关系，使其充分认识到自己是群众的公
仆，自觉尊重、维护、保障广大农民群众的民
主权利和人身权利，真正成为党的农村政策
忠实执行者，真正为百姓做好事，做实事。

（二）完善监督管理，落实规章制度。完
善监督机制、落实政务公开措施，充分发挥党
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制监督、群众监督的作
用，强化廉洁为民的意识。要在查办涉农职
务犯罪过程中，通过个案预防，帮助完善有关
制度，堵塞漏洞，亡羊补牢，形成不能犯的制
度基础。

（三）加大反腐力度，坚持打防结合。要
切实加大对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查处力度，
重点查办社会影响恶劣、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党委政府关注的涉农犯罪案件。针对扶贫开
发的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岗位以及重要
规章制度，全方位、无死角逐一查找职务犯罪
风险点，及时提出完善内控机制、加强风险防
控的建议措施，实行精细化预防。

项城市检察院
检察宣传工作再获先进

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特点及对策
□周口市检察院 杨玉晓

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
不仅破坏了政府部门的形
象，而且严重损害了农民的
切身利益，目前已成为农村
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制约
因素。面对这一问题，笔者
结合周口市检察机关近两年
来办理的案例，归纳出其特
征，深刻剖析背后的原因，进
而提出规制的建议。

内容提要

获奖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