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穴六七版中缝雪

★信息快车
（1月 6日）

穴二三版中缝雪

★文化短波
（1月 6日）

邮箱 jcrbwhdb＠163．ｃｏｍ
编辑 李红笛

本栏邮箱 ｚf＠ｊｃｒｂ．ｃｏｍ
见习编辑刘明霄

灵川 广西壮族自治区

灵川县检察院近日开展司法作风
廉洁警示教育活动， 活动抽取该
院办理的 27 件案件进行评查 ，
并将评查情况进行通报， 要求按
反馈情况逐一整改， 同时提出相
应整改方案。 该院通过此次活动
强化了干警们的司法责任意识。

（李建华）

济宁任城 日前，山东
省济宁市任城区检察院干警来到
济宁实验中学开展“抵制校园欺凌
公开课”法治教育讲座。 讲座从发
生在校园的小事讲起，结合当前校
园欺凌案件，向同学们讲述了校园
欺凌的表现、危害、产生原因及如
何预防抵制校园欺凌的发生。

（谭高霞 黄莹）

安远 近日，江西省安远
县检察院案件质量评查小组对该
院 2016 年下半年办结的案件集中
开展评查活动 。 着重从证据采
信、 法律适用、 办案程序、 文书
制作和使用、 涉案财物处理等方
面进行审查 ， 制作 “问题清单 ”
并反馈给办案部门。 此活动旨在
进一步提升该院办案品质， 规范
司法行为。

（谢明）

龙海 近日，福建省龙海
市检察院组织召开社区矫正听辨
会， 对部分矫正对象未按规定请
假外出、电话汇报不及时、思想汇
报不深刻等问题予以通报， 并对
该类人员集中开展法治宣传学
习，组织公益劳动等活动，以有效
增强他们的法治意识、 改造意识
和责任意识， 更好地促使他们改
过自新、回归社会。

（林志南）

上海闵行 日前，上海
市闵行区检察院举办第八届案件
质量展评活动。本次活动帮助该院
进一步加强对案件质量监督制约
机制的探索和实践，通过监督检察
官办理案件全程留痕，以监督促规
范，确保司法公正。同时，通过建立
科学的案件质量评价体系，使检察
官敢办案、多办案、办好案。

（韩笑）

施秉 1 月 4 日， 贵州省
施秉县检察院组织该院全体干警
学习最高人民检察院新修订的
《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 该院
结合最高检、 贵州省院通报的典
型案例对条例相关条款进行了解

读， 要求该院干警结合自身岗位
职责， 逐一对照检查， 防止小毛
病转化为大问题。 此举进一步强
化了该院干警们的纪律意识和行
为规范。

（廖仁君）

芜湖鸠江 近日 ，安
徽省芜湖市鸠江区检察院与该区
司法局联合开通社区矫正信息联
网平台， 实现了对社区矫正人员
交付执行 、监督管理 、变更执行 、
终止执行等社区矫正司法环节的
动态监督， 以及时纠正社区矫正
工作中的违法违规现象。

（董潮武 王德生）

项城 近日，河南省项城
市检察院组织该院干警开展 “送
法进社区、进农村”活动。 该院选
取近年来立案查处的 22 件涉农
扶贫领域案例 ， 制成 16 块宣传
板， 深入居民集聚区和集镇进行
扶贫政策宣传和警示教育， 活动
期间共发放宣传资料 1200 余份，
受教育群众达 2000 余人。

（马宁平 吴子林）

岐山 陕西省岐山县检

察院近日联合该县法院、 公安局
共同开展了以“远离毒品，珍惜生
命”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通过
现场展示经典案例展板、 发放禁
毒宣传手册、 接受群众咨询等方
式，告诫群众毒品的危害，并鼓励
群众举报涉毒违法犯罪行为 ，从
源头上遏制毒品犯罪。

（连静）

青铜峡 近日， 宁夏回
族自治区青铜峡市检察院被该区
检察院评为 “全区文明接待室”，
这是该院连续第 3 次获此荣誉称
号。 近年来，该院狠抓服务型窗口
建设工作， 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为抓手，依托“互联网+”控申检察
工作模式，利用“两微一端”，为群
众提供“一站式、互动式”服务。

（韩淑存 苏佳凤）

仪征 1 月 5 日 ， 江苏
省仪征市检察院决定在 2017
年春节到来前夕， 举行以 “情
满仪检” 为主题的迎新春联欢
会。 联欢会由该院工会和团支
部组织 ， 以才艺表演 、 歌舞 、
小品等表现形式， 全面展示该
院一年来在服务大局、 忠诚履
职、 司法改革等方面取得的突
出业绩。

（阚立青）

西吉 日前， 宁夏回族
自治区西吉县检察院为丰富检
察文化建设， 完成了机关干警
活动室、干警书画室建设，重新
装修完善了电子阅览室、 机关
档案室， 在检察局域网建立了
“检察文化 ”“电子图书馆 ”“法
律法规查询”等特色栏目；购买
图书一千多册充实图书室 ，并
全天向干警开放， 成为干警查
阅资料、学习充电的最佳场所。

（卢锦荣 仇转正）

桐柏 近日， 河南省桐
柏县检察院组织干警参加 “法
律大讲堂”讲座，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冀祥德
教授以 “中国刑事诉讼十大转
向”为主题，通过自己从事过警
察 、律师 、检察 、法学教学与科
研等工作经历， 并结合新近发
生的在全国有影响的案例 ，为
干警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干警
们听后受益匪浅。

（涂湘 郭冬冬）

大埔 日前， 广东省大
埔县检察院检察官到该县虎山
中学为该校 2000 多名学生上
一堂 “践行法治 ，共建和谐 ”的
专题法制课。课堂上，检察官结
合未成年人保护法， 以真实的
案例剖析当前中学生违法犯罪

的现状、表现形式及原因，增强
学生的法律意识。

（刘育波）

寻乌 近日， 江西省寻
乌县检察院深入晨光镇利用赶
集日 ,通过设置流动展板、发放
宣传单、 提供法律咨询等形式
向广大群众宣传检察工作职
责，普及法律知识。活动共发放
宣传资料二百余份,现场解答群
众咨询十六人次,征求意见和建
议二十余条,进一步拉近了检察
机关与广大群众的距离。

（朱鑫城）

魏县 2016 年 12 年 26
日， 由河北省魏县检察院编写
的 《魏县检察志 》正式出版 。该
志共 10 万余字，收录 200 余幅
照片，主要收集整理了 1931 年
至 2016 年间魏县检察院的各
项检察工作、队伍建设、服务大
局等情况， 客观真实地再现了
魏县检察的发展过程以及魏县
检察人为创建平安魏县、 和谐
魏县、 维护公平正义所做出的
努力。

（马雪驰）

合肥蜀山 近日 ，安
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检察院组织
的手机摄影比赛圆满结束，共八
幅精美作品获奖。 此次活动，吸
引全院干警踊跃参与。大家将手
机中随手拍摄的风景人物图片
发至单位微信群中，“干警投稿、
干警欣赏、干警评选”，全面反映
当代检察官敬业爱岗，热爱生活
的高尚情操。

（黄河）

全州 近日， 在广西壮
族自治区检察院举办的全区检
察优秀新闻作品评选活动中 ，
全州县检察院报送的 《逃亡路
上，每天都在痛悔煎熬中度过》
和《小股长的大生意经》均获得
三等奖， 两篇作品均以该院办
理的职务犯罪案件为题材进行
宣传， 具有强烈的警示教育意
义。

（廖维玉）

信丰 近日， 江西省信
丰县检察院举办疑难案件辩论
赛，以该院近年来办理的疑难案
例为题 ，12 名青年干警组成 4
支代表队展开精彩辩论。活动旨
在通过以赛促学、 以赛促练、以
赛促用，加强检察队伍建设和提
升青年干警综合素质，为青年干
警成材提供学习机会和实践平
台。

（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