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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兵山 12 月 4 日 ，辽

宁省调兵山市检察院未检科干警
走进调兵山市第一小学，为全体师
生送上了一堂法治教育课。课堂
上，检察官根据小学生自我防范能
力较差、法律意识淡薄等特点，用
一个个典型案例讲述了抢劫、涉毒
等犯罪行为带来的危害，并讲解了
相关法律知识。

（调检轩）

玉林福绵 12 月 4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福绵区检
察院组织干警在辖区开展国家宪
法日法治宣传活动。该院干警将
自制的涉及十九大精神和宪法内
容、群众举报和维权知识的宣传资
料发放给当地群众，宣传讲解维护
宪法权威以及与保障改善民生密
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林川）

献县 近日，河北省献县

检察院联合该县司法局组成检查
小组，对辖区 18个乡镇的社区矫正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重点查看
社区矫正人员的接收和建档监管、
奖惩及解除等环节是否依法执行，
并对部分社区矫正对象进行了询
问，具体了解社区矫正过程中是否
有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等情况。

（王猛）

包头东河 近 日 ，内

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河区检察院组
织开展支部谈心谈话活动，形成廉
洁监督“抓早抓小”新常态。通过谈
心谈话，该院及时了解了党员干部
的思想动态，对出现苗头性问题的
干警及时进行提醒、谈话；对发现的
重要情况、问题线索，及时召开党组
会讨论，并提出解决方案。

（王振宇）

梅州梅县 近 日 ，广

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检察院在该区
华侨城人民广场开展“国家宪法
日”普法活动。该院干警设立服务
站点，发放法治宣传手册，热情接
待前来咨询的群众，耐心解答群众
提出的法律疑问，取得了良好的宣
传效果和社会效果。

（徐千惠）

蚌埠蚌山 近日，安

徽省蚌埠市蚌山区检察院与该区
市场监管局、治安大队代表就在
市场监管中发现的 2起涉嫌危害食
品安全案件进行研讨。该院指出
办理此类案件在摸排线索、引导
取证、案件移送以及法律适用等
方面应注意的问题，与会代表表
示将进一步加强与检察机关的沟
通，建立良好的工作机制，形成
打击犯罪合力。

（丁敏）

莱芜钢城 近 日 ，山

东省莱芜市钢城区检察院被区委、
区政府表彰为“全区党的十九大安
保维稳工作先进集体”。今年以
来，该院认真落实各项安保维稳工
作措施，加强隐患排查和矛盾调
处，全力以赴做好党的十九大安保
维稳工作，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作
出了积极贡献。

（赵帅）

将乐 今年以来，福建省

将乐县检察院多举措积极开展“基
层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推进年”活
动。该院检察长带头集中开展民
行宣传，主动与当地司法局、律
所召开座谈会，围绕如何发挥好
律师、基层司法所在宣传民行职
能、拓展案源上的作用开展沟通
交流，进一步健全信息共享和移
送机制。

（杨威 杨铃）

从江 近日，贵州省从江

县检察院组织干警在县古榕广场
开展宪法日宣传活动。干警们通
过悬挂横幅、设立咨询台、发放宣
传资料等形式，向群众宣传宪法知
识和检察机关职能。据悉，此次活
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500 余份，现场
接受法律咨询 20余人次。

（王筑黔 韦剑）

浠水 湖 北 省 浠 水 县 检

察院近日举行“贯彻十九大、规
范立公信”主题演讲比赛。6 名
青年干警结合各自工作岗位、成
长 经 历 ， 在 交 流 个 人 体 会 的 同
时，阐述了对十九大精神和规范
立公信的感悟，展现了积极进取
的工作态度和投身法治事业的坚
定决心。

（李刚）

宝鸡渭滨 12 月 6 日，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检察院下发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涉密计算机和
涉密文件管理的通知》，要求各内
设机构和全体干警增强保密安全
意识，对涉密设备、涉密文件、移动
介质等进行全方位自查自纠，发现
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切实消除涉密
安全隐患。

（王小帆）

蒙城 12 月 4 日，安徽省

蒙城县检察院开展宪法日系列活
动。该院组织干警在当地文化广
场设立宣传咨询台，向群众普及宪
法相关法律知识，解答群众提出的
法律问题。同时组织 20 名员额检
察官参加宪法宣誓活动，弘扬宪法
精神，增强宪法意识。

（杨艳 戚小情）

三明三元 12月 4日，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检察院未成年
人刑事检察科干警到该市第三中学
开展“法治进校园”巡讲活动。此次
活动以“自尊、自爱、自强、自信”为
主题，通过剖析发生在身边的未成
年人犯罪典型案例和现场互动答题
的形式，增强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
不断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陈迪 王丽花）

同心 12 月 4 日，宁夏回

族自治区同心县检察院组织青年
干警与当地司法局等单位联合开
展普法宣传活动。该院干警向群
众介绍了检察机关职能，发放《控
告申诉流程宣传手册》等资料，大
力弘扬宪法精神，进一步增强群众
的法治观念。

（周彬 贺兴怀）

怀化洪江 12 月 4 日，

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区检察院组织
侦监、公诉等部门干警来到该区川
岩山社区，开展以“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维护宪法权威，建设
法治洪江”为主题的法治宣传活
动。活动期间，共向群众发放法治
宣传资料 600 余份，提供法律咨询
30人次。

（向正生）

阳新 今年以来，湖北省

阳新县检察院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通过检察长接访、远程视频接访等
方式，依法妥善处理群众来访 356
人次；积极参与涉法涉诉信访“千
案化解”专项行动，化解积案 3 件；
健全律师参与信访接待和矛盾化
解制度，邀请律师接待群众 10 余
次；强化社区矫正监督，纠正社区
服刑人员脱管漏管 104人次。

（袁江流）

寻乌 江 西 省 寻 乌 县 检

察院日前成立侦监、公诉、民行、生
态检察等 6 个兴趣小组。青年干
警结合自身实际、兴趣爱好、专业
特长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小组，通过
每星期发布一条其他检察院的先
进做法，每月开展一次集中学习，
每季度形成一个调研报告，每半年
完成一个调研课题，每年形成一个
总结的“五个一”活动，增强自身业
务能力和水平。

（朱鑫城）

张家口桥西 河北

省张家口市桥西区检察院近日组织
民行部、未检部、政治部干警来到辖
区武城街社区和北关街社区开展创
建文明城市暨“送法进社区”活动。
检察官就婚姻、继承和未成年人教
育等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地讲
解，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发放法律
知识宣传资料百余份。

（任晓慧）

横县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横县检察院近日组织召开检察理
论研究点评会，特邀南宁市检察院
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点评检察
理论研究文章。会上，评委结合今
年该院申报全区检察理论年会的
论文，从文章选题、思辨和论证角
度等进行点评，重点指出文章存在
的不足，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何丹 何家银）

牙克石 日前，内蒙古

自治区牙克石市检察院开展案件
信息公开及案卡填录专题培训。
该院案管办组织干警学习了最高
检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
网上公开工作操作规范（试行）》等
文件，并采用课件形式，系统讲授
了案件信息公开的具体内容、职责
要求、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等。

（宋文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