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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宜阳县检察院

的检察长接待室内突然闯进了几位不速

之客 """ 该县三乡乡后寨行政村前村

自然村
$

名群众代表!将一面写着#执法

为民$廉洁公正%的锦旗!郑重地交到正

在接待室内处理来访信件的该院检察长

刘赤炜手中! 并激动地说&#感谢检察院

为我们解决了长达
%%

年的耕地纠纷!现

在! 我们终于可以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

安心耕种!从此再也不到处上访啦' %

前村群众口中的耕地纠纷原本是

一起极其复杂的信访案件!提起它!所有

熟知该案的人无不异口同声地称 #难%&

%%

年间!历经县政府
&

次确权$市政府
%

次行政复议和县$市$省三级法院
'

次判

决(公安$法院
(

次联合执法!当地群众

多次发生严重争端)*

原来在
%##!

年! 后寨行政村的前

村+ 后村两个自然村因
%)*

亩耕地的归

属问题发生纠纷!后经多次行政确权$行

政诉讼! 确认后村自然村应归还多占前

村自然村的
%)*

亩耕地! 但直至洛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下达后! 后村自

然村仍拒不归还,

鉴于此案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宜阳

县信访工作领导小组考虑到近年来县检

察院信访工作取得的成效! 积累了大量

化解上访积案的成功经验! 最终决定由

县检察院检察长刘赤炜包案负责这起棘

手的上访案件,

-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一是法律

认识问题!二是情绪对抗问题, %刘赤炜

决定双管齐下,

他先是安排干警深入到案发地!将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妨害公务$破坏生产

经营等相关法律内容印制成法律明白

书!挨家挨户送至后村群众手中, 同时!

多次组织后村群众代表进行座谈! 当得

知后村有不少村民生活困难! 便决定针

对该村实际困难和需求进行协调帮扶,

-检察院这么帮我们! 我们再闹实

在说不过去, %后村的村民被感动了,

冲突终于开始缓和, -解决矛盾也

要一鼓作气, %刘赤炜组织
')

余名干警

冒着炎炎夏日! 监督并帮助前村群众将

%)*

亩耕地全部顺利播种,

至此! 这起长达
%%

年之久的集体

涉法上访积案在县检察院的不懈努力下

终于尘埃落定, .郭永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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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下旬!全国性的向

四川灾区募捐活动开展以来!辉县市

检察院即对该市抗震救灾募捐款物

的管理+使用+去向等进行了全程跟

踪监督和专项预防,

该院预防部门深入救灾募捐一线!

针对多头重复募捐!募捐后的款物各自

管理!募捐还存在前紧后松!款项使用

还存在等靠+拖延及管理+登记不规范

等现象!向民政+工会等部门发出检察

建议!并会同审计部门!加强了对建议

工作的监督落实!使该市的救灾募捐工

作进行得有条不紊,

两个月来!该市各部门 +各渠道

募捐的抗震救灾款物!除一部分作为

专项经费先期上缴外! 其他
#')

余万

元现金+

!)

余万元物资全部归口到民

政部门统一管理+调拨+使用!并已全

部上缴有关部门和发往灾区!确保了

该市无贪污+挪用+截留抗震救灾款

物等职务犯罪案件和违法+违纪事件

发生, "王一心 王夏云#

-有人暴狱' %

!

月
&%

日下午

&

时
*)

分!一阵急促的 -暴狱%警

报打破了看守所的宁静!值班民警

随即通报了
%(

号监室发生集体

-暴狱%的情况,

看守所所长立即向公安局值

班领导汇报情况! 请求警力支援,

与此同时!看守所全体民警+武警

官兵+ 驻所检察干警进入监区!迅

速控制住了所有监室,

&

时
*'

分!公安局主管看守所

工作的副局长带领防暴队员火速赶

到现场!在武警+看守民警的配合下

进入监区二楼巡视道! 首先控制住

-暴狱%的
%(

号监室,

+

名管教民警

按照自己所包监室!及时控制监情!

稳定其他在押人员情绪,

看守所所长+驻所检察干警针

对-暴狱%监室进行喊话!通过说服

教育+政策攻心等形式展开强大的

政治攻势!分散-暴狱%人员的注意

力!稳定监室局面, 指导员协同武

警官兵负责整个监区安全!并伺机

待命,

&

时
*+

分
')

秒!在武警和防

暴警察的配合下!管教民警果断打

开
%(

号监室大门进入现场! 控制

了-暴狱%首要分子!并武装押解出

监室,

从-暴狱%警报拉响到制服-暴

狱% 首要分子! 整个过程仅用了
+

分
')

秒, 原来!这是义马市看守所

驻所检察干警为确保奥运期间监

管场所的安全稳定! 向看守所+武

警中队发出检察建议后进行的一

次处置突发事件的实战演练,演练

顺利完成!看守民警+武警官兵+驻

所检察干警处置突发事件能力!也

随之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

"刘新科 毛桂凡$

安报讯%记者 李向华 通讯员

王文杰 楚百军$近日!郑州市检察

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李自民 !对新

任命的
*)

名助理检察员进行集体

廉政谈话! 勉励他们要爱岗敬业+

廉洁从检,这是该院开展任前廉政

谈话的一项内容, 从去年开始!郑

州市检察院推出一项进一步加强

检察队伍廉政建设的新举措000

廉政谈话制度!以-谈话%的方式使

干警廉政警钟长鸣耳边!至今效果

良好,

据悉!郑州市检察院推出的廉

政谈话制度! 分为任前廉政谈话+

执行重大任务前廉政谈话+重大节

日前廉政谈话和诫勉谈话等四种

形式!并规定了廉政谈话的具体内

容和方式方法, 其中!任前廉政谈

话主要是对新提拔任用人员!由检

察长 +纪检组长 +政治部主任或者

受检察长委托的其他党组成员在

其任职前进行廉政谈话!对新提拔

领导干部的单独谈话!按干部管理

权限的规定确定谈话人!纪检监察

部门负责谈话记录,重大节日前廉

政谈话!主要是在每年的春节+-五

一%+ 中秋节+-十一% 等重大节日

前!根据上级关于廉洁自律的规定

和重大节日期间容易出现问题的

特点 !由检察长 +常务副检察长或

者纪检组长对检察干警尤其是领

导干部就执行廉洁自律有关规定

等方面提出纪律要求!一般采取集

体谈话的方式,执行重大任务前廉

政谈话!主要是在检察干警办理重

大案件+执行重大任务和其他专项

任务前!由分管领导或所在部门负

责人对其提出遵守办案纪律+执行

廉洁自律规定等方面的纪律要求,

诫勉谈话是指纪检监察部门

根据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情况!对

于有可能存在问题又没有达到初

核条件的!或者有其他影响检察工

作 +损害检察形象的行为 !但情节

较轻+危害不大的检察人员进行的

劝诫性廉政谈话,谈话人要按规定

向被谈话人讲明其可能存在的问

题和性质!给予批评+提醒和告诫!

提出严格要求! 帮助其吸取教训!

防微杜渐!促使其不再重犯, 被谈

话人要如实向组织反映情况!并就

反映的问题作出书面说明,

各部门进行廉政谈话的情况

要纳入对部门和中层干部的岗位

目标责任制考核!诫勉谈话的内容

要记入干警个人廉政档案!谈话结

果由纪检监察部门有针对性地向

有关处室和人员提出要求!搞好自

查自纠 !并落实整改措施 !整改结

果要及时向纪检组监察处报告,为

确保廉政谈话制度的有效落实!该

院明确规定 ! 未参加任前廉政谈

话+ 执行重大任务前廉政谈话+重

大节日前廉政谈话人员超过本单

位或本部门应参加人数
%),

的!或

者受到诫勉谈话人员超过本单位

或本部门人员总数
%),

的!不得通

过当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考核!并责

令限期整改,

李自民说!要通过廉政谈话制

度!使广大干警尤其是领导干部的

廉洁自律意识进一步强化!公正执

法的自觉性+ 防止腐败的警惕性+

政治上的敏锐性和工作上的主动

性进一步增强!从而进一步筑牢拒

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郑州市检察机关推行廉政谈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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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门峡市检察院! 每年

都有一批转业退伍军人充实到

检察队伍中" 在新的工作岗位

上!他们继续保持军人本色!发

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 爱岗

敬业!无私奉献!成为检察机关

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力

量"

!

月
&)

日
-

三门峡市检察

院精心挑选了#感恩$%&大国崛

起$%&读懂人生$%&论语$ 等文

学艺术%道德修养%历史方面的

书! 由检察长张永键赠送给该

院的
''

名转业退伍军人!张永

键还在这些书籍上写下各种励

志名言! 以此方式为他们庆祝

即将到来的八一建军节'

王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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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

心理学教授为检察
干警熬制&心灵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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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上午!商丘市检

察院邀请了河南大学心理学系副主

任+资深心理学教授王滨!为两级检

察机关的
%)))

多名干警! 进行了一

堂 -让阳光普照心灵 000把握情绪

缓解压力%心理健康讲座,

-个性是由三种心理状态构成

的!即1父母2心态1成人2 心态1儿童2

心态构成3 英文简称为
012

!处理好

这三种心态! 也就处理好了心理压

力, %王教授从
012

理论+建立积极

的社会支持系统和认清自我价值体

系三个方面给大家传授了把握情绪+

缓解压力的方法,

一位干警听完课后激动地说 &

-我之前从不知道什么
012

理论!原

来这是一把打开心锁+缓解压力的金

钥匙, 懂得了这些!我相信!我更有信

心创造和谐舒畅的工作关系和家庭

关系, % %吴传敏 #

检察院护航
千余万钱物捐灾区
杜绝违法违纪现象

(( 34

!"#$%&

'()*+,

56789:;4<<

!

月
3%

日!在(八一)建军节到来前

夕! 洛阳市涧西区检察院全体干警来

到被誉为(铁军)的驻洛某部(叶挺独

立团 )!慰问人民子弟兵 !过好 (军事

日)!进行队列训练!体验军营生活!并

参观了叶挺独立团纪念馆! 了解这支

英雄部队的光辉历史和战斗历程!接

受革命传统教育和英雄主义教育*

李鹏 张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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