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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丰
!"#$

年
#!

月
$#

日!云南省禄丰县检察院召开联系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

和特约检察员工作座谈会# 会上!

该院领导向与会人员通报了检察

工作" 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等情

况!与会人员对一年中该院在查办

自侦案件"检察宣传"队伍建设等

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周军"

大名
!%&$

年
&!

月
$&

日!河北省大名县检察院利用周二

集中学习日!全员签订
!%&'

年%河

北省检察干警遵纪守法承诺书&!

对干警的规范执法"贯彻'八项规

定(等提出明确要求!进一步增强

了全体干警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冯书运 鲁文涛"

来安
!%&$

年
&!

月
$%

日!安徽省来安县检察院预防局干

警应邀到共建单位县农村商业银

行!为该行干部职工上了一堂生动

的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课$预防

局干警作了以'反腐倡廉!警钟长

鸣(为主题的预防宣讲!以增强农

商行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意识和

拒腐防变能力$

(

张德红
)

西平 河南省西平县检察

院监所部门干警近日通过筛选!重

点针对有心理疾病隐患的社区矫

正人员的心理状态"家庭困难等具

体情况!采取心理辅导"困难帮扶

等措施! 矫正其违法犯罪心理!提

高其适应社会"自食其力的能力$

!冯春辉"

莱阳 山东省莱阳市检察

院日前组织新录用公务员参加了

由烟台市委组织部统一组织的全

市新录用公务员宣誓仪式$宣誓结

束后!全体公务员参加了全市模范

公务员事迹报告会! 听取了郭光

泉" 赵惠珏两位同志的事迹报告$

新录用公务员纷纷表示!要以他们

为榜样! 恪守公务员职业道德!爱

岗敬业!服务社会!努力做一名优

秀的公务员$

(

于宝 董晓丽
*

黄冈黄州 湖北省黄

冈市黄州区检察院近日成功举办

了首届公诉人与律师辩论赛! 检

察院" 律师行业的
+

支队伍
&,

名

代表参与! 采取公诉人代表队和

律师代表队控辩对抗的形式! 每

队
$

人! 进行了
$

场激烈的论辩$

控辩双方根据基本案情! 阐明己

方的观点! 说理充分! 论证有力$

最终民行科" 反渎局代表队获得

一等奖$

!钟清亮 李慧玲"

宿迁宿豫 江苏省宿

迁市宿豫区检察院近日开通微信

平台 ! 在微信上发布法律知识 !

并在线答疑解惑! 与网友进行互

动$ 针对网友感兴趣或者有疑惑

的法律问题! 该院还推出 '法律

大礼包( 活动! 即对网友投票选

出的要解疑的法律问题! 通过微

信进行普法$

!陈蒙"

民乐 为认真落实甘肃省

省委'联村联户"为民富民(的行动

要求!近日!甘肃省民乐县检察院

检察长带领班子成员!深入联系村

洪水镇山城村! 就农村常见的伤

害"交通肇事"虐待等刑事犯罪的

特点"原因"预防对策等结合典型

案例进行讲解! 并为村民发放了

$%%%

余份宣传资料$

!夏爱"

桂林象山 广西壮族

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检察院近日

召开
!%&$

年度领导班子民主生活

会$ 班子成员结合各自分管的工

作!从改进工作作风"廉洁自律等

方面进行了深刻剖析!分析存在的

问题和产生的原因!提出了整改措

施$通过此次活动!班子成员间充

分交流了思想!对推动工作全面开

展具有重要意义$

!侯俊富 赵卓俭"

都昌 江西省都昌县检察

院
!%&$

年坚持把执法办案作为检

察工作的第一要务 ! 出台政策 !

加强办案力量 ! 加大工作力度 !

着力查办民生领域等职务犯罪大

要案$ 该院全年共立案查办贪污

贿赂" 渎职等职务犯罪嫌疑人
!'

人 ! 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

余万元$

!李定华 余恕民"

!

文化短波
（
!

月
"

日）

砀山
!%&$

年
&!

月

$&

日! 安徽省第五次作家代

表大会在合肥召开!安徽省砀

山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朱爱

东作为安徽省检察系统唯一

一名代表出席了大会$朱爱东

在工作之余!创作并在海内外

报刊发表了
.%%

多首诗歌"散

文诗等作品!其作品多次获奖

并入选%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大

系&等多种年度选本$

!朱爱东"

山丹
&

月
!

日!甘肃

省山丹县检察院举办了'贴近

干警生活!以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道德讲堂活动!入选'甘肃

省最美检察官( 的单永召!讲

述了自己在侦查监督岗位上

不畏艰辛"公正执法!爱岗敬

业的先进事迹!引导干警在潜

移默化中!凝聚力量!弘扬正

气!传递正能量$

!石文纲"

固原原州 近日 !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

区检察院通过开展乒乓球"羽

毛球比赛等一系列文体活动!

提升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和凝

聚力!既活跃了广大干警的业

余文化生活!提高了干警的工

作积极性!也加强了干警的团

队合作意识和凝聚力!促进了

单位的文化建设$

南通开发区
!%&$

年以来! 江苏省南通市开发

区人民检察院以贯彻党的十

八大精神为契机! 扎实推进

'以人为本 ( 的检察文化建

设$ 该院通过多方筹集资金!

为刑事被害人开辟救助 '绿

色通道(! 帮助他们解决生活

难题 ! 进一步充实了该院

'崇法厚德! 业精风清( 院训

的实体内容$

!远桂宝"

武强 近日!在文化育

检工作中!河北省武强县检察

院党组组织干警联系自己的

工作岗位!人人编写从警自律

的警言警句!先后编写了
&$%

多条!分别布展在办公楼的楼

道" 文化长廊和活动室内!使

干警在潜移默化中增强精气

神!有效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

开展$

!刘金英 李红"

西峡 日前!河南省西

峡县检察院联合该县纪委举

办了 %筑牢防线 警钟长鸣&

警示教育活动$会议首先学习

了中央"省"市反对'四风(会

议精神! 然后播放了罪案鉴

戒)))%市规划局主任郑某与

淅川县财政局长党某受贿

案&!引起全体人员共鸣!达到

了警示的效果$

!马志全 张宇"

三亚 日前!海南省三

亚市检察院举办检察官职业

礼仪形象知识讲座$邀请台湾

著名礼仪专家顾芳瑜从检察

职业特殊性为切入点!运用了

大量的典型案例!结合干警个

人实际!风趣幽默地阐述了日

常工作和生活中需要注意的

诸多细节!深受广大检察官们

的认同和欢迎$

!张映忠"

武邑
&

月
&

日 ! 河

北省武邑县检察院组织四名

干警作为志愿者到县看守所

同在押人员一起过元旦 ! 通

过为他们播放 '孝德" 感恩(

故事专题片" 表演 '三句半(

法制教育节目及同他们一起

包饺子! 开展谈心活动等方

式! 在丰富他们节日文化生

活的同时! 教育感化他们主

动悔过自新! 争取早日回归

社会的积极心态$

!王永光 王永新"

临清
!%&$

年
&!

月
$&

日下午! 山东省临清市检察

院举行庆元旦迎新年演讲比

赛$ 经过政治处预赛选拔的

&!

名选手紧紧围绕 '纠 *四

风+, 树新风" 快乐检察( 演

讲主题展开演讲! 精彩的演

讲激情诠释了检察正能量 !

内容积极向上! 弘扬主旋律!

富有感染力$

!杨金坤"

邮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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