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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卫东区检察院以党建为引领，把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大力推行
“党建+”工作模式，有力推动检察工作提档升级——

党 建 工 作 的“ 卫 东 检 察 模 式 ”
本报记者 卢拥军 通讯员 库晓刚 张倩

卫东区是我市经济、文化、商

贸、物流中心之一。如何在这个

经济发达的繁华城市打造出一支

让党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城

区检察队伍？这成为卫东区检察

院党组深思的课题。

面对这一课题，通过实践探

索，找出一条精准发展路径，那就

是以党建为引领，把党建工作深

度融入业务工作之中，大力推行

“党建+”工作模式，推动检察工作

提档升级，实现了以党的建设高

质量引领检察工作发展高质量，

以检察工作高质量更好服务保障

经济发展高质量。

由于该院党建与检察业务工

作 互 融 互 促 、同 频 共 振 ，成 绩 突

出，在建党百年之际，被市委评为

“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全

市基层检察院唯一获此殊荣的单

位。

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侯民义对卫东区检察院党建

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

近日，记者深入卫东区检察

院进行了采访。

■新闻背景

镜头四

4 月 12 日下午 4 时许，记者来

到卫东区检察院七楼党建文化长

廊，看到悬挂在墙上的“一案三表

两提醒”制度格外引人注目。

据该院员额检察官、河南省优

秀公诉人马海玲介绍，为了办好每

一起案件，院里试行查办案件“一

案三表两提醒”（便民联系表、执法

监督表、案件回访表，案前提醒和

案中提醒）制度，并上墙悬挂，告诫

案件承办人，要对所办理的每一起

案件负责，凭良心办案，凭事实办

案，凭法律办案，做到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

平正义。

卫东区检察院探索试行查办

案件“一案三表两提醒”制度，内容

如下：

“三表”包括：便民联系表，即

将当事人应知事项以及案件承办

人姓名、职务、联系电话等打印成

表，告知当事人，便民利民；执法监

督表，即在案件办理中向当事人发

放，随时接受群众的评判和监督。

对重特大、社会影响大的复杂案件

认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

有关人员进行监督；案件回访表，

即通过电话联系案件当事人，或主

动上门，及时掌握案件当事人和群

众对案件处理的意见和建议，全面

了解每个办案人员在办理案件中

的执法和廉洁自律情况。

“两提醒”包括：案前提醒，即

受理案件前，通过警示教育、播放

廉政格言、典型案例等多种形式进

行廉政提醒。增强办案人员的纪

律和规矩意识，筑牢思想防线，促

进公正廉洁执法；案中提醒，即在

办案过程中通过拨打电话摸排、廉

政约谈、现场抽查案件办理进程等

方式，对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廉

洁办案和公正执法等情况进行提

醒。

以上是卫东区检察院把党建

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的缩影。

据了解，卫东区检察院是一

支不忘初心、稳健前行的检察队

伍；是一个团结奋进、担当作为的

战斗集体。全院检察干警在院党

组织的领导下，忠实履职、奋笔疾

书，形成了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各

项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格

局。

卫东区检察院党建与检察业

务同频共振，促进“四大检察”全面

发展，其经验和做法得到了上级有

关部门的充分肯定，成为全市检察

机关的学习样板。

“党建+业务”，就是要求检察机关

融入大局，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所恨、所

怨、所盼开展专项业务活动，扫黑除恶、

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

护等，努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近年来，卫东区检察院认为，党建

工作与业务工作如同“车之双轮”“鸟之

双翼”，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打通

党建工作的“神经末梢”。

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开展扫

黑除恶。该院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

核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将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作为提升基层组织能力的实践战场。

在党建工作引领下，该院第一检察

部专门成立涉黑涉恶犯罪检察组，实行

“专案、专人、专办”工作机制，党员干警

勇挑重担、敢于担当，深入推进专项斗

争开展。

赵鹏超是该院公认的大要案和疑

难案件办理专家。他在市委政法委挂

牌督办的陈某丽等 29人涉恶传销犯罪

集团案件中，带着党性去工作，夜以继

日、废寝忘食，仅用 67天时间就将该案

起诉到法院。5名首要犯罪分子分别被

判处 8至 14年有期徒刑，有力打击了犯

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保护公

共利益。该院牢记党和人民嘱托，依法

履行“公共利益代表”的神圣职责，聚焦

生态环境、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

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英

雄英烈保护等五大领域，紧盯损害公共

利益的突出问题，用法治手段解决仅凭

行政手段难以解决的公益难题，成效显

著。

在党建工作引领下，该院第二检察

部依法履行职责，着力推动解决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关注、反映最强烈的涉及

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突出问题。

在食品安全方面，第二检察部干警

在办理某烧鸡店食品安全一案中，冲破

层层阻力，坚持依法查处加工烧鸡过程

中使用亚硝酸钠等违法行为，并向卫东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

认真履职。因该案涉嫌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犯罪，该局已将烧鸡店查封，

将案件移送至公安机关。

在生态环境方面，第二检察部干警

护好“粮仓地”，助力基本农田建设保

护。办理的某公司非法占用基本农田

行政公益诉讼案，依法向相关监管部门

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行土地监

管职责，并责令破坏耕地的公司修复土

地。该案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典型案

例，在《检察日报》头版予以宣传报道，

获得省委书记楼阳生的批示肯定。

“党建+业务”：推动检察工作提质增效

“党建+服务”，就是要求检察机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民生、民利、为

民”为宗旨，找准工作着力点，提供更多

更优质的检察产品，努力满足人民群众

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教育、

环境等方面的新需求。

近年来，卫东区检察院结合全市检

察机关开展的“大走访、大排查、大整

治、大调研、大宣传”五大活动，采取多

项措施，搞好为民服务。

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认真落实

高检院关于“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工

作要求，认真对待人民群众的每封来

信。

2020 年 6 月，因不服判决，醉酒驾

驶案原审被告人王某向卫东区检察院

写信申诉，不到 7 个工作日，他就收到

了受理答复。近年来，不少像王某这

样给卫东区检察院写信反映诉求的群

众都在 7 个工作日内收到了回复，或

通过手机短信，或通过信件。这背后

是卫东区检察院实施的“群众来信 7

日回复制度”在持续发力。

说起工作效果，第三检察部主任赵

鹏超对记者说：“把群众来信当家书阅

处、把信中反映的问题当案件办理。这

样一来，与群众沟通无障碍，化解矛盾

更彻底。”

升级建设 12309检察服务中心。该

院 12309检察服务中心包括实体大厅和

网络平台两个部分。通过网站、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和检察服务热线等四

种渠道以及控告申诉接待、律师接待、

司法救助、国家赔偿、案件信息公开查

询等多项线下功能，向社会提供“一站

式”检察服务。

“感谢你们热情细致的服务，保障

了我们的执业权利，也帮我们大大提升

了工作效率。”2021 年 10 月 15 日，卫东

区检察院 12309检察服务中心受理了一

起保险诈骗案，律师集中阅卷，中心服

务干警加班加点刻录 20 余张卷宗光

盘，保障律师的执业权。案后，律师特

意为检察服务中心送来“公正履职 保

障诉权 优质高效 服务司法”的锦旗致

谢。

该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还用“标

准礼仪”认真接待每一位来访群众、认

真接听每一个来电诉求，对于分内的事

情积极办、分外的事情帮着办、能办的

事情立即办、难办的事情坚持办，一切

以群众利益为主，做老百姓的贴心人。

“党建+服务”：提升执法为民服务水平

“党建+队伍”，就是要求检察机关

扎实推动党建领航工程深入发展，打造

出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

清正廉洁的“检察铁军”。

近年来，卫东区检察院积极践行

“崇法、尚德、忠诚、担当”的卫东检察精

神。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认真做好党

建工作，为检察工作实现“提档升级、争

创一流”的目标夯实基础。

进一步坚定政治立场。通过检察

长、常务副检察长、副检察长、纪检组长

讲党课，班子其他成员在所在党支部讲

专题党课，党支部书记讲微型党课等形

式，确保学习入脑入心，不断提高干警

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遇事多想政治要求，办事多想政治

规矩，处事多想政治影响。

进一步严格管理规范。制定各项

管理制度，用制度管人管事，做严肃党

纪国法的“善人”，不做大事化小、小事

化了的“恶人”，真正做到“严管厚爱”。

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结合开展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细化实化措

施，努力把检察干警的动力活力激发出

来、能力作风显现出来，形成锐意进取、

攻坚克难、奋力开拓的干事氛围。

进一步筑牢廉政防线。加强对干

警八小时内外的管理教育，帮助党员干

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权

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严于律己，廉洁

从检，不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干

干净净做人，明明白白做事。

进一步做好文化育检。在院机关

各楼层打造党建文化长廊，实施“一层

一品”。新春佳节举办“迎新春、写春

联、送祝福”书画活动；学雷锋纪念日开

展“学雷锋，树新风”义务清扫活动；五

四青年节举办“不忘初心·激情绽放”主

题演讲比赛；七一建党节，各党支部分

别举办主题党日活动……

以上举措的实施，使该院干警在潜

移默化中受到浓浓文化氛围的浸润和

正能量的感染，夯实了检察队伍，涌现

出一批优秀的检察官：

面对众多案件，第一检察部副主任

王洪伟发挥老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废寝

忘食，忘我工作在扫黑除恶第一线；第

二检察部主任董旭光，副主任谭辉、陈

国贤每天奔波在公益诉讼的路上，常常

累倒在工作岗位；第三检察部副主任张

铮，鹰城未成年人的“知心姐姐”，为了

工作，常常忘记照顾自己年幼的孩子。

还有院办公室主任屈海龙、副主任

方明杰，机关党委书记盛金国，服务中

心主任程淑静等党员干警，都在各自岗

位上默默无闻、无私奉献。

“党建+队伍”：助推检察队伍形象出彩

卫东区检察院在党建工作的引领

下，收获多项荣誉：

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省级文明单

位标兵”“省级卫生先进单位”；被省检

察院授予“全省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

被市委评为“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被

市委政法委评为“全市扫黑除恶先进集

体”；被市检察院评为“全市先进基层检

察院”……

自主创作的说唱动漫《找谁说理

去》荣获全国检察机关第三届新媒体创

意大奖赛视频类金奖、最高检新媒体展

播“十佳作品奖”；《恁说咋弄吧》被中央

政法委办公厅评为最佳动漫奖。

另外，先后有 10个集体、78名个人

分别获得省、市级表彰及嘉奖。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

也是落实‘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

卫东区检察院将以党建为引领，进一步

推进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深度融合，

把握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经济发展、保

障民生民利三个重点，推动刑事、民事、

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全面发展，

使‘党建+’成为动力源泉，成为出彩亮

点。”刚刚上任的卫东区检察院党组书

记、代检察长吴京伟说。

“一年之计在于春”，卫东区检察院

将锚定奋斗目标，凝心聚力，再启新程，

做社会和谐稳定的坚定维护者，做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的努力践行者，为卫东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卫东区检察院干警在卫东区廉政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 本报记者 卢拥军 摄

卫东区检察院干警在图书室查阅资料 本报记者 卢拥军 摄

镜头一

今年 4 月 11 日上午 9 时许，记

者来到该院党建活动室，通过大屏

幕看到全院干警在各党支部会议

室开展互联互通集中视频学习。

约 30 分钟后，该院四个党支

部各抽出一名干警作典型发言，或

激情澎湃，或铿锵有力，营造出“以

赛促学、以学促做、融会贯通”的浓

厚文化氛围。

为创建干警学习氛围，该院加

强对“卫东检察”App 中“智慧党

建”模块的建设，共建立 11 个分支

板块，使全院干警可以随时随地加

强党性修养和学习。每周一以党

支部为单位，认真组织学习、交流、

发言。每周五将学习内容提前发

至“卫东检察”App“智慧党建”模

块的学习内容板块中。

为检验学习效果，该院坚持每

周一上班列队点名之后，从四个党

支部中抽取 4名干警发言，然后全

体干警通过“卫东检察”App 投票

评分，每周评出周之星，月底评出

月标兵，年底决出总冠军。

镜头二

4 月 11 日下午 3 时许，记者来

到卫东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只见

一部主任王珂正在对办理的案卷

进行审查。

记者看到，王珂审查的一起电

信诈骗案卷有半米多高，他任劳任

怨，主动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加

班加点进行审查。他告诉记者，身

为一部主任兼第三党支部书记，必

须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

产党员，必须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

用，必须冲锋在办案第一线。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

党支部就是一座战斗堡垒。为了

以业务促党建，卫东区检察院把党

支部建立在业务部门，党小组建立

在员额办案小组，由业务部门负责

人担任党支部书记，员额检察官担

任党小组组长，打造出一支坚决听

党的话、跟党走的检察队伍。

镜头三

4 月 12 日上午 8 时许，记者在

卫东区检察院看到，全体干警在

“智慧卫检”App上打卡签到，交流

学习。

为打造“指尖上的卫检”服务

品牌，卫东区检察院大力推进“党

建+互联网”工作模式，开设智慧党

建模块，包含 8大项 27小项。广大

干警通过使用“智慧卫检”App 即

可进行信息查询、问题反馈、网上

学习等，及时了解党建动态。“智慧

卫检”App获得国家版权局颁发的

著作权登记证书，成为全省首个获

得版权认证的检察服务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