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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固 陕西省城固县检察

院日前对
!"#!

年至
!"$%

年度所查

办的职务犯罪案件开展回访考察

活动!此次活动采取"一案一座谈#

一案一回访#一案一建议#一案一

教育$的形式开展%并向涉案单位#

家属#部分群众发放检察人员办案

执法征求意见表%汇总后对检察人

员办案执法情况给予评价!

!王书尘 陈国"

鹤峰 近日% 湖北省鹤峰

县检察院
!&$%

年度
'

项诉讼监督业

务工作均在全州考核中被评为优

秀等次%其中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

监督#民事诉讼监督排名第一! 据

了解%

!&$%

年%该院向审判机关#公

安机关和司法机关发出&纠正违法

通知书'

()

份% 向这三家及行政执

法机关发出检察建议
#&(

份% 回复

率为
#&&*

!

!孟似虎"

当涂
#

月
!(

日 % 安徽省

当涂县检察院联合该县公安局和

武警中队对县看守所进行了一次

节前安全大检查! 此次检查内容

包括查看看守所安全设施# 在押

人员生产劳动安全# 在押人员中

特殊人群和监管制度落实等情

况! 检查结束后%驻所检察室对检

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和漏洞及时

提出了纠正意见!

!薛国祝"

从江
#

月
!(

日%贵州省从

江县检察院联合该县法院# 公安

局#司法局等部门在该县车站开展

以严厉打击违法犯罪为主题的法

律法规集中宣传活动!此次活动以

图片展示# 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

向群众宣传常见罪名%告诫人们遵

纪守法%远离犯罪!

+

杨长霖
,

陇南武都
$

月
!'

日 %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检察院结合

全省检察机关正在深入开展的"两

联系#两促进$专项行动%以及在全

区干部职工中开展的以反对 "四

风$为重点的廉洁自律和纪律作风

专项整治活动% 从辖区挑选了
$&&

家重点企业#项目建设单位%发出

廉洁过春节倡仪书% 倡导企业#项

目建设单位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共

同遵守中央八项规定!

!李建坤 李文斌"

海门 江苏省海门市检察

院干警近日先后走进该市实验小

学#实验初中#海门市冠今中学等

学校%为中小学生上了离校前的法

制课!该院干警就中小学生如何远

离犯罪# 加强自我保护提出了建

议% 并为学生们讲解了毒品的种

类#危害%让学生们树立自我保护

意识!

!秦爱榕 施佳炜"

平和 福建省平和县检察

院的检察官近日先后走进社区%为

孩子们举办以"快乐寒假#安全同

行$为主题的法制教育讲座! 检察

官们结合青少年易发违法犯罪等

情况%用真实的案例%警示和教育

学生做一个学法#知法#守法的好

少年!

!周剑武"

济阳 山东省济阳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关爱农民工$法律服

务专项活动!该院派驻垛石检察室

干警到辖区农民工集中的工地%现

场发放法律服务材料%宣讲相关法

律知识%详细解答农民工关心的工

资发放#工伤赔偿等问题%受到他

们的热烈欢迎!

!石汝燕"

武宣 广西壮族自治区武

宣县检察院近日组织全体干警召

开
!&$-

年春节集体廉政谈话会!该

院首先组织干警观看了中纪委监

察部召开的
!&$-

年纪检监察新闻

发布会实况录像%随后%该院检察

长对辖区当前反腐倡廉形势进行

了分析%并就干警如何在春节期间

贯彻廉洁自律有关规定#落实"一

岗双责$等提出明确要求!

!陈周宣"

武邑 河北省武邑县检察

院近日制定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预案% 要求干警加大对内部安

全隐患排查力度% 强化与上级院

和县委政法部门信息沟通% 并成

立由检察长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组

成的应急分队
.

及时应对和处置突

发事件!

!王永新 王永光"

蓬溪
$

月
!(

日% 四川省

蓬溪县检察院开展节前安全检务

督察活动 ! 该院通过安全警示教

育 #开设廉洁自律网络专栏 #发送

以高检院 "八个不准 $为内容的廉

洁短信等%做到将廉洁自律规定入

网 #入手 #入心 #入脑 %强化干警在

春节期间遵章守纪和主动接受监

督的自觉性!

!刘鲜明"

永靖
$

月
!'

日% 甘肃省

永靖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带领监所

科全体干警联合看守所#武警中队

对县看守所开展安全防范大检查%

重点查看了监室及公共设施安全#

生产劳动安全#生活卫生管理等情

况!该院副检察长要求全体监所干

警提高对监管安全防范工作重要

性的认识% 切实增强责任意识%保

障人权!

!永检宣"

安仁 湖南省安仁县检察

院近日与该县司法局联合建立了

社区矫正
//

群 % 安排专人与社

区矫正人员交流 % 掌握其思想动

态 #工作生活等情况 %帮助他们化

解心理症结 %助其尽快融入社会%

同时依托
//

平台发布学习通知%

上传学习资料#相关政策法规和就

业信息等%受到了社区矫正人员的

好评!

!陈坚"

遵义 贵州省遵义县检察

院近日立案侦查一起镇乡民政部

门工作人员贪污农村五保户#低保

户养老金案件!

!&$%

年以来% 该院

始终坚持把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破

坏强农惠民政策的案件作为反贪

工作重点%共立案查处发生在征地

补偿 #拆迁安置 #新农村建设等领

域的贪污贿赂案件
$(

件
$0

人!

+

董志标
,

大田 福建省大田县检察

院监所部门与该县看守所近日联

合开展监管安全检查工作!该院驻

所检察人员向部分在押人员了解

生活#劳动#医疗保障等情况%实地

查看了看守所监控室# 医疗室#值

班室等场所工作情况%最大限度地

消除潜在不安全隐患%以确保监管

场所节假日期间的安全稳定!

!林奔 邹小东"

迁西 近日% 河北省迁西

县检察院以手机短信提醒 #内网开

辟廉政教育专栏等形式 % 加强干

警廉政教育 %强化干警自律意识 %

同时开展专项检务督查 % 对警车

使用管理 # 检察人员遵守相关规

定# 接待接访等情况进行检查%严

肃查处节日期间有令不行#有禁不

止等行为!

!刘子珍 高丽艳"

枣阳 湖北省枣阳市检察

院近日组织全院开展工作讲评%对

!&#%

年的典型案例和精品工作进

行总结#反思!通过个人讲述#干警

评议#领导点评#民主测评等程序%

有效促进了干警实践工作与理性

思考的良好互动%推进了检察工作

的整体提升!

!李勇 沈洁"

缙云 浙江省缙云县检察

院近日举办学习贯彻刑诉法及刑

事诉讼规则考试% 该院
!&

余名年

轻干警参加!考试采取闭卷的形式

进行%内容涵盖刑诉法修订后的有

关章节内容%系统考查了干警对刑

诉法法条规定和法律适用的理解

把握 %力求收到以考检学 #查漏补

缺的效果!

!吴欣颖"

梅州梅江 广东省梅

州市梅江区检察院日前积极服务

全区村 (社区 )"两委 $集中换届选

举 %通过分发宣传册 #张贴海报 #

法制宣讲等形式开展选举法律宣

传 %针对选举可能产生的苗头性 #

倾向性问题进行研判 % 形成专题

报告报送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参

考决策!

!施梅妹 陈湘萍"

渭南 春节前夕% 陕西省

渭南市检察院检察长刘伟发一行

深入包联的华阴市王道岭村和富

平县念田村#南坪村开展包村帮扶

工作%并向困难群众送去新春的慰

问和祝福!刘伟发详细询问村民生

产生活情况%勉励他们勇敢面对困

难%努力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改变

生活境遇!

!晋中海 张君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