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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辽太检民行民公告[2021]1号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王峰在辽阳市铁合金厂院内

非法经营辽阳市太子河区盛和塑料分选厂进行废品塑料生

产，并将产生的废水注入至厂内无任何防渗漏措施的渗坑

内，其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

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

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发出公告，请拟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在本公告发出三十日内将有关情况书面

反馈本院。邮寄地址：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人民检察院

第二检察部，联系电话：0419-4231587。特此公告。

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人民检察院

2021年7月22日

辽太检民行民公告[2021]2号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鞠涛在太子河区辽阳市物资

回收总公司非法加工废品塑料产品，利用火碱清洗塑料粉

碎料，并将产生的废水排入无任何防渗漏措施的渗坑和渗

井中，其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

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

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发出公告，请拟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在本公告发出三十日内将有关情况书

面反馈本院。邮寄地址：辽阳市太子河区人民检察院第二

检察部，联系电话：0419-4231587。特此公告。

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人民检察院

2021年7月22日

辽太检民行民公告[2021]3号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白素平倾倒含有火碱成分的

废液的行为，致使当地的空气和土壤受到了严重的污染，污

染状态持续至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

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律规定的机关和

有关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发出公告，请拟提

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在本公告发出三十日内

将有关情况书面反馈本院。邮寄地址：辽阳市太子河区人民

检察院第二检察部，联系电话：0419-4231587。特此公告。

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人民检察院

2021年7月22日

佛坪 7 月 20 日，陕西省

佛坪县检察院召开上半年业务数
据分析暨工作总结会。会上，各部
门对上半年工作进行汇报，分管院
领导结合核心数据指标、重点工作
落实情况进行点评，检察长对全院
工作进行了分析、总结，对下一步
工作进行部署。

（夏敏）

富川 7 月 20 日，广西壮

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检察院
召开检察队伍教育整顿典型案例
通报暨警示教育会。会上，该院分
管副检察长传达领学了检察队伍
教育整顿期间适用“自查从宽 被
查从严”有关政策文件精神，结合
发生在系统内部的反面案例，教育
引导干警提高思想认识，引以为
戒、警钟长鸣。

（陈娟）

清徐 7月19日，山西省清

徐县检察院举办第 3 期“清检微课
堂”。授课人结合冯某、武某生产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从案件来源、事
实认定、法律运用、公益诉讼等方面
进行详细讲解，并着重从“三个效
果”统一、服务大局和以案释法三个
层面分享了自己的办案心得。

（阎丹）

公安 近日，湖北省公安

县检察院领导带队走访该县山鹰
华中纸业有限公司。该院领导主
动询问企业法治需求，积极听取企
业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宣讲支
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
并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车间、远程监
控机房和废水环保处理中心。

（夏海燕）

赤城 河北省赤城县检察

院近日对 9起拟不起诉案件集中进
行公开听证。听证会上，听证员就案
件事实和证据，先后向侦查机关和
检察机关案件承办人进行提问。各
方当事人围绕案件争议焦点进行充
分陈述。最终，听证员一致同意检
察机关拟作不起诉处理意见。会
后，该院召开检委会，对上述 9起案
件被告人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驰轩）

彭州 近日，四川省彭州

市检察院与该市司法局、成都市律
师协会彭州分会，共同召开工作联
席会议，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和执业律师受邀参会。会上，大家
就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值班律
师履职形式等深入讨论达成共识，
并会签《彭州市检律协作常态化工
作机制的意见（试行）》。

（朱雪娅 李方华）

临江林区 吉林省临

江林区检察院未检办干警近日做客临
江市森工社区直播间，为辖区中学生
上了一堂暑期安全教育课。直播中，
未检干警就遇到不法侵害时如何自
我保护、加强防范等知识进行讲解，
告诫学生注意交通安全、食品安全，并
就相关问题与网友互动交流。

（张俊增）

新蔡 7 月 20 日，河南省

新蔡县人大常委会工作人员来到
新蔡县检察院视察控告申诉检察
工作。视察组一行先后参观了该
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群众来信
处理中心等，在听取控申工作汇报
后，对该院信访接待、刑事申诉、司
法救助等工作取得的成效予以高
度评价，并对如何有效解决群众反
映强烈的问题等提出意见建议。

（朱焕杰）

博野 近日，河北省博野

县检察院召开检律座谈会，围绕常
态化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主题进行
研讨。会上，该院介绍了保障律师
执业权利的具体举措，并与该县司
法局和律师代表就律师阅卷、法律
援助、公开听证、司法救助等方面
工作进行深入探讨，达成共识，促
进形成健康、良性、互动的新型检
律关系。

（郭贤）

兰州安宁 甘肃省兰

州市安宁区检察院近日邀请司法
局及辖区律师事务所代表参加座
谈 会 。 会 上 ，检 察 官 结 合 法 律 援
助、公开听证和 12309 中国检察网
律师阅卷预约等工作中的问题进
行交流，就如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与参会人员讨论，并向他们征求对
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

（姚强）

织金 近日，贵州省织金

县检察院开展已公开法律文书专
项清查。该院坚持问题导向，紧盯
工作短板，对已公开的 3069 件法
律文书进行“拉网式”清查。在办
案人员逐案自查的基础上，案管部
门同步反查，紧盯是否存在可能危
害社会稳定、可能引发负面舆情、
可能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等敏感类
信息，有针对性地发现问题隐患，
并及时督促整改。

（杨林）

平和 近日，福建省平和

县检察院在该县广兆中学举行“平
和县检察院未成年人教育辅导基
地”揭牌仪式。据了解，该基地由
检察官办公室、宣泄室、个体咨询
室、团体辅导室、音乐放松室、沙盘
游戏室、心理咨询师室等构成，是
集普法宣传教育、预防违法犯罪、
心理健康辅导、法律咨询等多功能
于一体的法治教育平台。

（林丽雨）

三原 陕西省三原县检察

院近日以争创“有进步、有站位、有
品牌”工作为契机，狠抓“三个规
定”的落实，扎实开展自查自纠。
同时，该院还结合身边的违法违纪
案例，对干警进行警示教育，促使
他们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把住小
节、守住底线。

（杨敏）

寻乌 连日来，江西省寻乌

县检察院持续做好群众满意度回访
工作。该院检务督察部对刑事案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属、被害人家
属进行电话回访，一方面，了解检察
官在办案中是否严格遵守群众纪律
和司法廉洁纪律；另一方面，了解被
害人家庭生活情况，从中查找司法
救助案件线索，及时为符合条件的
被害人发放国家司法救助金。

（叶太阳）

东台 江苏省东台市检察

院近日组织开展公益诉讼诉前检
察建议质量评查。该院干警主要
针对近两年来发出的公益诉讼诉
前 检 察 建 议 的 文 书 质 量 、办 案 流
程、督促回复及整改落实效果等进
行“回头看”，对存在虚假落实或反
弹回潮的问题进一步督促整改，有
效提升公益诉讼办案质效。

（王莹莹）

祁门 今年以来，安徽省

祁门县检察院通过组建“祁检志愿
者爱心助学团队”、引入心理疏导
机制、建设启用未成年人观护教育
基地等方式，多措并举延伸未检工
作触角，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汪兰兰）

通辽科尔沁 近日，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检
察院对 8名新录用公务员开展岗前
培训。培训会上，各相关工作负责
人围绕机关制度、机要保密、意识形
态、宣传写作、全国检察业务应用系
统使用等方面内容进行授课，为新
入职人员系好入职“第一粒扣子”。

（于慧东 王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