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戴喜军报道：12
月4日，赤壁市司法局开展了“弘扬宪
法精神，推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发展”为主题的宪法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普及宣传活动。

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设立解答平
台、设置展板等形式对前来咨询的市

民进行现场解答释疑。活动主要就
《宪法》暨相关法律法规、刑法、农村土
地承包等进行了广泛宣传。

此次活动发放各类宣传册、书籍
2000余份（册），出动了法制宣传4辆，
接待市民咨询300余人。

本报讯 通讯员胡飞来、柏林、
张红娥报道：12月4日，嘉鱼县教育局
组织全县中小学校开展青少年学生
参加“晨读宪法”活动。

早晨 7时 20分，该县通过设学校
分会场和利用班级“班班通”设备等

方式，师生同步参与教育部“宪法晨
读”活动，同步跟读学习宪法知识。同
时，要求各学校认真开展“国家宪法
日”主题班会活动，旨在青少年学生心
中种下宪法意识、法律意识和社会责
任意识的种子。

市中院法官上街说法
12月4日上午，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资深法官参加由市普法办统一组织的

普法活动，现场发放宣传资料，宣讲宪法内容，接受群众的法律咨询，解答各类
涉法问题。 通讯员 佘建兰 摄

嘉鱼中小学生集体“晨读宪法”

赤壁开展国家宪法日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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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预防告诫约谈，一般是指
检察机关指派专人，对有职务犯罪苗头
的国家工作人员就其本人或单位存在
的职务犯罪隐患等进行提醒、教育和告
诫的警示性谈话。在此，笔者以所在院
为例，就当前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告诫约谈
工作的作法、问题及强化措施谈点浅见。

一、当前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告诫约
谈工作的作法

近3年来，笔者所在基层院共开展
预防告诫约谈12人，回访12人，有效防
止了职务犯罪行为由“小错”变“大案”，
减少了职务犯罪发生率。

（一）关口前移，临界预警，凸显预
防告诫约谈内容的针对性。一是对有
犯罪倾向人员约谈。对涉嫌职务犯罪
未被立案或撤案、不诉和被判免刑的人
员，经事前3日通知后由两名以上检察
官就其履职中职务犯罪倾向性问题向
其约谈。二是对发案单位问题约谈。
结合办案对发案单位存在管理漏洞，或
在回访中发现整改不力的对其直接责
任人约谈。三是对重要岗位人员约
谈。深入重点工程、热点领域向关键岗
位人员约谈，向其宣讲法律，分析犯罪
成因等，告诫其远离职务犯罪。

（二）内部协作，灵活推进，注重预
防告诫约谈方式的科学性。一是加强
检察院内部协调。根据预防约谈工作
特点和各部门优势，建立各有侧重、有
机协作、统筹协调工作机制，形成约谈

工作合力。二是制定预防告诫约谈方
案。对每一约谈对象在约谈前先制定
一个最适合、最有效的约谈预案，实施
预案时依据新的问题和变化随机调整
约谈的对象、内容与方式。三是扩大预
防告诫约谈范围。将约谈对象适当向
其亲友或相关人员扩展，努力达到约谈
一个、预防教育一片的社会目的。

（三）多管齐下，协调各方，强调预
防告诫约谈工作的实效性。一是建立
预防告诫约谈档案。办案部门约谈后
将约谈审批表及记录等送预防部门建
档，以备约谈回访。二是围绕服务大局
工作开展。结合办案针对可能激化社
会矛盾问题，如重大责任事故中涉嫌渎
职等向相关人员约谈，以化解矛盾促进
发展。三是初步形成社会化预防告诫
约谈工作格局。 争取党委政府支持，
形成与纪委、审计等部门信息沟通、联
手约谈工作格局，对约谈后态度消极的
向其主管部门报告促其整改。

二、存在的问题
从近年来的情况看，开展预防告诫约

谈工作对遏制、减少职务犯罪取得了显著
成效，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充分肯定，
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

（一）认识不足。少数干警对开展
预防告诫约谈工作必要性重要性认识
不足，认为刑罚的作用在惩罚不在预
防，“三句好话抵不上一马鞭”，开展预
防约谈作用不大。因而，开展预防约谈

工作只是做做秀、走走过场。
（二）深度不够。预防告诫约谈需

要地方党委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但目前只有检察院预防部门在“谈”，没
有形成“多家谈、多家督，反复谈、反复
督”的社会化预防约谈工作格局。

（三）基础不牢。一是对预防告诫约
谈无法律规定，以致检察院开展该项工
作依据不足。二是缺乏预防约谈相关资
料和人才，现成经验少，有的基层院是摸
着石头过河。三是预防约谈工作群众不
知晓，以致有犯罪苗头人得不到监督。

（四）成效不大。因职务犯罪预防
告诫约谈工作无刚性约束力，有的被约
谈对象甚至存在抵触情绪，认为是“找
茬”、“不给面子”，因而态度敷衍，置若
罔闻，成效不大。

三、深化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坚持以思想

自觉引领行动自觉。通过深化学习，教
育干警懂得预防职务犯罪与“打虎拍
蝇”一样，其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遏
制和减少腐败现象，将“虎”、“蝇”消灭
在“成形”之始、“为害”之初。

（二）加强组织保障。一是积极争
取党委政府支持，将该项工作纳入党委
政府预防职务犯罪总体规划和重要议
事日程，把它作为考核基层党风廉政建
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指标。二是为预防
部门配备专（兼）职人员，做到有部署、
有措施、有落实、有督促, 有序推进该

项工作常态化。三是院党组、纪检部门
对相关部门适时进行检查，经常听取专
项汇报，及时发现问题加以改进。

（三）完善工作机制。出台措施规
定预防告诫约谈的主体、对象、方式、
内容、程序等，使该项工作有章可循。
健全检察一体化机制，要求各业务部
门结合各自办案要求参与预防约谈，
相互协调配合。健全督查督办机制，
约谈后一月内，预防部门须回访考查
并填写《预防告诫约谈回访表》，对告
诫后未整改的，向其主管部门汇报促
其整改。

（四）务求约谈实效。一是对被约
谈的单位和个人要求签署《廉洁自律承
诺书》，并将承诺书及时载入其预防告
诫约谈档案以备在回访考查时对照督
查。二是在约谈或回访中通过倾听、
回答被约谈对象提出的实际困难与改
进需求,共同商讨整改意见,帮助其有
效预防职务犯罪。三是建议出台相关
法律，明确规定对屡“劝”不改的被约
谈对象在量刑时从重处罚，对此类人
员形成震慑，增强对被约谈对象的刚
性约束。

浅议职务犯罪预防告诫约谈工作
通城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方金标

胡甲文走访调研精准扶贫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曾萍报道：12月 2日，副市长、公安局长胡甲文

带领市公安局、市妇联、市农发行扶贫工作队，到联系点崇阳县青山
镇，就精准扶贫工作走访调研。

胡甲文先后来到青山镇南林村、华陂村等贫困户家中，走访慰
问，察民情、问民生，并详细了解各村经济发展、社会服务、新农村建
设等方面的情况。

胡甲文要求，精准扶贫要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部署，加强政策
宣传引导，抓实抓细，树立精确、精细、精心、精准的理念，强化摸底
调查，实行建档立卡，落实帮扶责任。要以产业发展带动脱贫，以民
生改善推进脱贫，以齐心协力服务脱贫，以组织建设保障发展，拿出
具体措施，科学规划发展，使贫困村基础设施改善、产业特色鲜明、
经济长足发展。要突出重点，加强督办，实行“一村一策、一户一
法”，确保贫困村村村出列、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把党的温暖及时传
递到困难群众中。

市中院深入驻点村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佘建兰报道：12月 2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刘太平带领市中院、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水文局、通山
县商务局等驻村工作组干部深入驻点扶贫村通山县洪港镇杨林村，
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在该村，刘太平院长检查了精准扶贫工作的阵地建设及资料台
账、微机登录等情况，认真听取了村“两委”班子、驻村工作队关于精
准扶贫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与洪港镇领导、村“两委”干部、驻村工
作队探讨了精准扶贫工作规划以及下一步工作思路等。

刘太平院长对驻村扶贫工作队提出要求，一是切实增强紧迫
感。要主动作为，提前做好谋划，做到扶贫与农业生产两不误、两促
进。二是切实强化责任心。要紧密结合实际，及时补充完善一户一
卡等信息管理资料台账。三是切实提升实效性。要创新扶贫工作
机制，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让困难群众有脱贫方法，真正得
实惠、尝甜头。

本报讯 通讯员皮江星、邱平戈、
陆秋良报道：12月 8日，通城县在银山
广场隆重举行平安建设暨社会治安专
项整治誓师大会。县委书记姜卫东作
动员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来华雄主
持大会。

会上，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彭
光平宣读了《平安建设倡议书》；城关初

中学生周天韵作为学生代表进行发言；
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卫计局、隽水镇
分别就平安建设工作作表态发言。

会前，全体与会人员参观了政法工
作成果图片展；观看了公安、武警、消防
实战演练。会后，平安建设巡回宣传车
队到隽水城区开展巡回宣传。活动现
场，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等单位向与会
人员发放宣传资料近7万余份。

县委常委；县人大、政协主职领导；
各乡镇领导班子成员、村（社区）书记、
综治主任及部分党员群众代表；县直各
部门领导班子成员；政法各部门全体政
法干警；县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驻隽武警、消防官兵，县人武部民兵
代表、保安代表，二中、城关初中学生代
表，开发区部分企业职工代表等共计
10000余人参加了誓师大会。

图为誓师大会现场。

通城举行平安建设暨社会治安专项整治

通山法院督办落实精准扶贫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阮兰琦报道：12月2日，通山县人民法院院长赵

志刚赶赴洪港镇留咀村调研督办落实精准扶贫工作。
赵志刚表示，要不断创新精准扶贫工作模式，探索产业带村、项

目兴村、用工帮村、资金扶村等不同形式的扶贫方式，引导群众转变
观念，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

12月7日，市司法局举办第二次“主题党日+”活动暨学习贯彻
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市政府副秘书长黄国华作宣讲
报告。局党委书记、局长叶平主持报告会，局班子成员、局机关和强
戒所干警50余人参加了学习。 通讯员 储红梅 摄

市司法局举办五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

12月7日，市委政法委举办第二次“主题党日+”活动，集体学习
贯彻中纪委文件精神。 通讯员 陆秋良 摄

市委政法委举办第二次“主题党日+”活动

市检察院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陈亮报道：12月4日上午，80余名市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律师代表、师生代表和群众代表受邀走进市
人民检察院，参加“公众开放日”活动。

活动中，市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李凯向受邀代表通报
了今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司法办案情况，组织代表观看了《咸宁检
察工作成果展示》宣传片，现场观摩了公诉人与律师抗辩比赛及市
院办理“1·10”专案工作图片展，并向代表发放了《检务公开手册》、
《行贿档案查询手册》、《宪法》等资料。

一位新任的人民监督员深有感触地说：“‘公众开放日’活动增加
了检察工作的透明度与公开度，增进了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检察官、
检察工作的了解，同时也加深了人民检察院与群众间的沟通联系。”

本报讯 通讯员曾萍报道：12月4
日，市纠风办向省公安厅函告：市公安
局被评为“2015年度政府部门履职尽
责优秀单位”，各县市（区）公安（分）局
全部进入优秀行列。

自接受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以
来，市县两级公安机关按照省厅、市纠
风办部署，把履职尽责工作作为推动
公安工作、提升公安机关良好形象的
有效载体和重要抓手，真抓实干，精准
推动，实现了队伍业绩、形象提升的双

赢。
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胡甲文上任

伊始就带头走访省政风行风监督员、
省人大常委栾丽娜；市局领导黎正
刚、宋吉海及其他党委委员多次走访
地方纪委、“两代表一委员”和服务对
象，征求对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的意
见。市局党委先后 6次专题部署研究
督促检查工作、2次召开工作推进会、
5次召开组织协调会，并专题下发《接
受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推进措施 17

条》，刊发 14期专项简报，强力推动履
职尽责工作。

同时，通过微博、微信、咸宁电视
台、咸宁日报、香城都市报等报刊及
人民网、中国新闻网、咸宁政务网等
媒体，刊发图文宣传公安机关接受履
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的目标、任务、
措施及公开承诺，营造了强大的舆论
氛围。

各县市区公安（分）局时刻与上级
同频共振，领导上阵，接线对表，主动作

为，精心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参评
的 6个县市区公安（分）局在当地履职
尽责督促检查工作综合考评中全部取
得优秀，咸安公安分局、崇阳县公安局、
嘉鱼县公安局均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我市公安机关履职尽责获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