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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吉
!"#$

年
#!

月
$#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检察院

按照自治区检察院要求!组织全体

干警观看了"全区政法机关政法干

警纪律作风状况暗访# 专题片$观

看完该片后!该院及时召开了全院

干警大会!重点对照%四风&问题及

全区政法机关政法干警纪律作风

暗访情况进行了剖析'查摆!并要

求全体干警结合自身情况写一篇

心得体会$

!仇转正 卢云"

大宁
!%&$

年
&!

月
$&

日!山西省大宁县检察院召开年终

目标责任考核民主测评大会 $会

上!县委考核组对考核内容'程序

作了说明! 该院副检察长对
!%&$

年度检察工作作了专题汇报$考核

组通过民主测评'个别谈话等方式

对该院领导班子和党风廉政建设

等情况进行了考评!对该院一年来

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程振纲"

巧家
!%&$

年
&!

月
$%

日!云南省巧家县检察院组织召开

全院干警大会 !

&'

名科室局队负

责人结合自身工作实际! 就
!%&$

年履职情况和廉洁自律情况向全

体干警进行了述职述廉报告!自觉

接受了监督和评议$

!蒋华洲"

安新
!%&$

年
&!

月
$%

日! 河北省安新县检察院召开动

员大会! 安排部署为期一个月的

节前严打整治行动$ 会上! 该院

检察长传达了保定市政法委春节

专打动员大会精神! 要求全体干

警重点打击 %两抢一盗& 等多发

性侵财犯罪' 危害食品药品安全

等违法犯罪行为$ 对侦查机关移

送的此类刑事案件! 做到随报随

审! 保证批捕' 起诉工作高效率'

高质量$

!王泽坚 康洪涛"

鹤峰 湖北省鹤峰县检察

院不断加强检察信息的宣传和调

研工作!由检察长带头并发动全院

干警积极参与宣传工作$

!%&$

年!

该院已在各级各类媒体发表
(%%

多篇稿件!并在工作日期间做到每

日及时更新该院官网$

!孟似虎"

怀宁 安徽省怀宁县检察

院近日会同该县法院共同出台

"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工作实施意

见($ 该意见对民事行政诉讼监督

的原则' 范围' 方式等进行了规

范 ! 旨在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 !

转变工作作风! 增强民行检察监

督的指导性和操作性!提高审判和

执行工作的质量$

!周小友"

正安 贵州省正安县检察

院日前与该县法院'公安局'司法

局召开监管工作座谈会!建立了看

守所在押人员病重病危变更强制

措施机制'被剥夺政治权利人员期

满及时解除宣告通知机制及社区

矫正人员送达机制$通过公检法司

四家联动!切实解决在监管工作中

遇到的实际问题$

!谢启元"

崇信 甘肃省崇信县检察

院日前组织各业务部门的书记员

举办了笔录制作竞赛活动$比赛前

由公诉'侦监部门讲解笔录的制作

要点!然后选取案例以现场模拟的

形式进行!内容涵盖侦查'起诉等

多个阶段$此次竞赛激发了干警学

习业务知识的热情!提升了干警的

业务水平$

!韩永海"

高唐 山东省高唐县检察

院副检察长近日深入该县看守所!

对监控室'监室等重点区域进行安

全防范检查! 针对劳动工具未封

存'安全设施不牢固等问题提出具

体整改要求!希望该县看守所加强

监管!做好防寒防病工作!加强重

刑人员管理$

!杨兆峰"

城固 陕西省城固县检察

院近日被认证工作小组授予该省

档案工作目标管理认证
$)

级单

位 $近年来
*

该院设立了档案库房

和阅档室!实现了库房'阅档'办公

三分开! 制作了 )档案分类示意

图(')档案管理机构网络图( 等各

项规章制度!为档案现代化管理创

造了良好环境$

!王治新"

凤阳
!%#$

年
#!

月
$#

日!安徽省凤阳县检察院举办题为

%推行阳光检务!促进公开公正&的

检察开放日活动$该县部分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新闻媒体

代表应邀来院!参观了控申接访大

厅'办案工作区'廉政文化宣传室'

档案室' 检察文化长廊等场所!还

与干警进行了座谈交流$此举进一

步营造了社会各界关注检察'了解

检察'支持检察的良好氛围$

!吴长忠"

凤翔 陕西省凤翔县检察

院近日召开民主生活会!部分干警

代表和宝鸡市检察院有关领导应

邀参加$会上!该院科级以上干部

深入剖析自己一年来的工作'学习

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畅谈

改进思路$为保障会议质量!该院

会前向相关单位和内设机构征求

意见
'

条!收集干警意见
#+

条$

!吴宏斌"

建湖 江苏省建湖县检察

院法制宣讲团日前走进该县实验

初中!通过以案释法'以法明理的

方式!为近千名同学上了一堂生动

的法制教育课$盐城市检察院对此

次活动进行全程微博直播!受到社

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王小刚"

上海青浦 上海市青

浦区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张昌明

日前做客东方网网络直播节目!围

绕%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保卫市民

餐桌安全&与网友互动交流$张昌

明结合该院办理的多起危害食品

安全犯罪案件!向网友阐述相关法

条及司法解释!介绍该院依法打击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情况'预防举

措和成效$

!金磊"

泾源 宁夏回族自治区泾

源县检察院检察官近日以%如何充

分知晓在押人员权利和羁押期限&

为题! 为在押人员开展法制讲座$

讲座结合具体案例对修改后刑诉

法中对羁押期限以及在押人员的

权利和义务等相关法律规定进行

详细讲解!旨在切实维护在押人员

合法权益! 确保监管场所安全稳

定$

!袁毅"

黑河爱辉 黑龙江省

黑河市爱辉区检察院检察官近日

走进该区党校为全区新提拔的干

部开展预防教育讲座$该院预防科

长通过数据分析'以案释法和讨论

互动等形式!结合近年来查处的典

型案件!讲解了职务犯罪的表现形

式'社会危害以及产生原因!从思

想上清除职务犯罪滋生的土壤$

!史春芳"

镇沅 云南省镇沅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全院干警及人民监督

员' 特约检察员到勐大镇平掌村!

以平掌小学为重点单位开展法制

宣传教育$ 该院展出各类法制宣

传资料! 并组织学生参加法律知

识竞猜活动! 同时开展便民法律

咨询服务! 解答师生提出的法律

问题$

!谢燕"

武威凉州 甘肃省武

威市凉州区检察院近日召开全院

干警大会!集中学习了)人民检察

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和修改后民

诉法中有关民事检察监督的相关

内容! 系统掌握民事监督的范围'

方式!要求民行工作进一步解放思

想!加快转变观念和模式!实现监

督方式多元化$

!张军"

唐山开平 河北省唐

山市开平区检察院代检察长周立

杰近日分别走访了辖区内税务庄

办事处'郑庄子镇周赵庄村和开平

地税局等街'村和区直部门!并与

#%

余名市'区人大代表'著名企业

家进行了座谈交流!征求其对检察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周宝明 刘美"

罗城 广西壮族自治区罗

城仫佬族自治县检察院近日邀请

!%

多位县人大代表参加案件评查

工作!自觉接受人大代表对检察工

作的监督$代表们认真听取了该院

案件评查工作情况汇报!并现场查

阅了自侦' 刑事案件相关卷宗'台

账! 对该院
!%#$

年以来案件评查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廖启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