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授予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
“文明接待示范窗口”称号名单

一 ! "文明接待示范窗口 #

$

!"

个%

北京$

#

个%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丰台区人

民检察院

天津$

$

个%

河东区人民检察院

河北$

#

个%

秦皇岛市人民检察院!唐山市路北区人

民检察院

辽宁$

#

个%

海城市人民检察院!盖州市人民检察院

吉林$

$

个%

白山市江源区人民检察院

黑龙江$

$

个%

嫩江县人民检察院

浙江$

$

个%

绍兴市人民检察院

福建$

#

个%

福清市人民检察院!厦门市思明区人民

检察院

江西$

$

个%

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检察院

山东$

%

个%

商河县人民检察院!枣庄市市中区人民

检察院!海阳市人民检察院!潍坊市人民检

察院!宁阳县人民检察院!临沂市人民检察

院!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检察院!滨州市人民

检察院!菏泽市人民检察院

河南$

!

个%

杞县人民检察院!灵宝市人民检察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郑州市中原区人

民检察院

湖南$

#

个%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长沙市芙蓉

区人民检察院

广东$

&

个%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汕头市人民检察

院!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检察院

重庆$

#

个%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渝中区人

民检察院

四川$

!

个%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检察院!蓬安县人民

检察院!威远县人民检察院!苍溪县人民检

察院

贵州$

$

个%

遵义县人民检察院

云南$

#

个%

曲靖市人民检察院!丘北县人民检察院

宁夏$

#

个%

同心县人民检察院!中宁县人民检察院

新疆$

&

个%

哈巴河县人民检察院!乌鲁木齐县人民

检察院!巩留县人民检察院

兵团$

$

个%

图木舒克垦区人民检察院

二!"文明接待室#$

#$%

个%

北京$

$

个%

昌平区人民检察院

天津$

!

个%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 蓟县人民检察院!

和平区人民检察院!武清区人民检察院

河北$

$'

个%

曲阳县人民检察院! 南宫市人民检察

院!邯郸市人民检察院!兴隆县人民检察院!

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检察院!张家口市人民

检察院!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检察院!安平县

人民检察院! 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检察院!

容城县人民检察院! 阜城县人民检察院!新

河县人民检察院!青龙县人民检察院!大名

县人民检察院!新乐市人民检察院!威县人

民检察院!柏乡县人民检察院

山西$

$(

个%

大同市人民检察院!大同市南郊区人民

检察院!宁武县人民检察院!平顺县人民检

察院!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检察院!交口县

人民检察院!洪洞县人民检察院!平陆县人

民检察院!大同市新荣区人民检察院!河曲

县人民检察院

辽宁$

)

个%

抚顺市东州区人民检察院!本溪市南芬

区人民检察院! 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检察

院!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辽阳县人

民检察院! 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检察院!凌

源市人民检察院!义县人民检察院

吉林$

"

个%

榆树市人民检察院!吉林市丰满区人民

检察院!龙井市人民检察院!辽源市人民检

察院!长岭县人民检察院!白城市洮北区人

民检察院

黑龙江$

$#

个%

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检察院!泰来县人

民检察院!穆棱市人民检察院!富锦市人民

检察院!伊春市伊春区人民检察院!逊克县

人民检察院! 黑河市爱珲区人民检察院!肇

东市人民检察院!大兴安岭检察分院!大兴

安岭加格达奇区人民检察院!清河林区人民

检察院!牡丹江铁路运输检察院

上海$

$

个%

青浦区人民检察院

江苏$

#

个%

无锡市开发区人民检察院!苏州市吴中

区人民检察院

浙江$

'

个%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慈溪市人民

检察院!平阳县人民检察院!台州市人民检

察院!仙居县人民检察院!衢州市柯城区人

民检察院!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检察院

安徽$

%

个%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 宿松县人民检察

院!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检察院!合肥市蜀山

区人民检察院!阜南县人民检察院!郎溪县

人民检察院!石台县人民检察院!望江县人

民检察院!怀宁县人民检察院

福建$

"

个%

福鼎市人民检察院! 浦城县人民检察

院!武平县人民检察院!福州市仓山区人民

检察院!南安市人民检察院!东山县人民检

察院

江西$

"

个%

万年县人民检察院!瑞金市人民检察院!

遂川县人民检察院!进贤县人民检察院!吉安

市吉州区人民检察院!于都县人民检察院

山东$

$%

个%

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济南市天桥

区人民检察院!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检察院!枣

庄市峄城区人民检察院!利津县人民检察院!

莱州市人民检察院!莱阳市人民检察院!青州

市人民检察院!昌邑市人民检察院!梁山县

人民检察院! 济宁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肥

城市人民检察院!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检察院!

莒县人民检察院!日照市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检察院!苍山县人民检察

院!德州市人民检察院!莘县人民检察院

河南$

#$

个%

郑州市人民检察院! 登封市人民检察

院!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检察院!新郑市人民

检察院!开封市人民检察院!兰考县人民检

察院!偃师市人民检察院!平顶山市人民检

察院!叶县人民检察院!安阳市殷都区人民

检察院!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检察院!孟州市

人民检察院!修武县人民检察院!濮阳市人

民检察院!许昌县人民检察院!唐河县人民

检察院!内乡县人民检察院!永城市人民检

察院!夏邑县人民检察院!新县人民检察院!

潢川县人民检察院

湖北$

!

个%

武汉市口区人民检察院!当阳市人民

检察院!嘉鱼县人民检察院!襄阳市人民检

察院

湖南$

%

个%

汝城县人民检察院! 桂东县人民检察

院!洪江市人民检察院!株洲市荷塘区人民

检察院!双峰县人民检察院!郴州市北湖区

人民检察院!临武县人民检察院!怀化市鹤

城区人民检察院!津市人民检察院

广东$

$$

个%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东莞市人民

检察院!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广州铁

路运输检察院!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

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检察院!梅州市人民检察

院!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中山市第二

市区人民检察院!台山市人民检察院!吴川

市人民检察院

广西$

#

个%

崇左市人民检察院!阳朔县人民检察院

海南$

!

个%

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屯昌县人

民检察院!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昌

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重庆$

*

个%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江北区人

民检察院!忠县人民检察院!九龙坡区人民

检察院!万州区人民检察院

四川$

$$

个%

南充市人民检察院!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人民检察院! 成都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德

阳市旌阳区人民检察院!南充市顺庆区人民

检察院!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检察院!米易县

人民检察院!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蒲

江县人民检察院!西昌市人民检察院!沐川

县人民检察院

贵州$

*

个%

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检察院!湄潭县人民

检察院!习水县人民检察院!织金县人民检

察院!台江县人民检察院

云南$

!

个%

安宁市人民检察院!曲靖市麒麟区人民

检察院!陆良县人民检察院!个旧市人民检

察院

西藏
+$

个
,

乃东县人民检察院

陕西$

"

个%

铜川市人民检察院!大荔县人民检察院!

澄城县人民检察院!紫阳县人民检察院!岚皋

县人民检察院!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检察院

甘肃$

'

个%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 武威市人民检察

院!白银市平川区人民检察院!敦煌市人民

检察院!华亭县人民检察院!庆阳市西峰区

人民检察院!临夏市人民检察院

青海$

!

个%

西宁市人民检察院!玉树藏族自治州人

民检察院!湟源县人民检察院!大通回族自

治县人民检察院

宁夏$

"

个%

银川市人民检察院! 吴忠市人民检察

院!彭阳县人民检察院!灵武市人民检察院!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检察院!银川市金凤

区人民检察院

新疆$

'

个%

民丰县人民检察院!阿勒泰市人民检察

院!温泉县人民检察院!阿克苏地区检察分

院!库尔勒市人民检察院!伊宁市人民检察

院!塔城市人民检察院

兵团$

!

个%

伊宁垦区人民检察院!五家渠垦区人民

检察院!库尔勒垦区人民检察院!哈密垦区

人民检察院

!"$!

年
#

月
$)

日 星期二

网址&

#$$%& ' ( )))*+,-.*,/0

!

编辑
-

李 微 校对
-

李 娜 电子信箱&

1.23+,-.*,/0

传真
!

$

!"!

%

#$#%!&""

热线电话
!

$

!"!

%

#$#%""#$

拟表彰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及“文明接待示范窗口”公示
关于拟表彰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
及“文明接待示范窗口”的公示公告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 加强检察机关 "文明接待

室# 和控申检察队伍能力建设! 最高人民检察院经严格推荐评选

和检查验收! 拟授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等
!"#

个单位$ 继

续保留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等
$%&

个单位全国检察机关 "文明接待

室% 称号& 拟授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等
'&

个单位$ 拟继

续保留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等
"$%

个单位全国检察机关 '文

明接待示范窗口% 称号( 根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格规范检

察机关奖励工作和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意见* 规定! 现予公示(

公示期为
(

个工作日! 自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如有异议 !

可在公示期间直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纪检组 +监察局, 或最高人

民检察院举报中心反映! 反映问题一般应署实名(

书面举报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
"'$

号最高人民检察

院举报中心!邮编-

"))$!&

(

举报电话&

)")+&(!)(#"&

!

)")+"!%)#

(

附件&

",

拟授予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文明接待示范

窗口%称号名单

!,

拟继续保留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文明接待示范窗

口%称号名单

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

#($!

年
#

月
$)

日

拟继续保留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
“文明接待示范窗口”称号名单

一 ! "文明接待示范窗口 #

$

$'&

个%

北京$

#

个%

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天津$

&

个%

河西区人民检察院!滨海新区大港人民

检察院!静海县人民检察院

河北$

!

个%

承德市人民检察院! 廊坊市人民检察

院!邢台市人民检察院!冀州市人民检察院

山西$

%

个%

长治市人民检察院! 晋中市人民检察

院!运城市人民检察院!长治市郊区人民检

察院!孝义市人民检察院!太谷县人民检察

院!绛县人民检察院!榆社县人民检察院!河

津市人民检察院

内蒙古$

!

个%

土默特右旗人民检察院!包头市昆都仑

区人民检察院!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

院!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

辽宁$

$(

个%

鞍山市人民检察院! 本溪市人民检察

院!营口市人民检察院!沈阳市人民检察院!

大连市人民检察院! 盘锦市人民检察院!沈

阳市大东区人民检察院! 本溪县人民检察

院!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检察院!抚顺市新抚

区人民检察院

吉林$

*

个%

长春市人民检察院! 德惠市人民检察

院!吉林市人民检察院!吉林市龙潭区人民

检察院!梅河口市人民检察院

黑龙江$

$$

个%

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哈尔滨市道里区

人民检察院! 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检察院!

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检察院!牡丹江

市人民检察院!海林市人民检察院!佳木斯

市人民检察院!桦南县人民检察院!鸡西市

人民检察院!密山市人民检察院!鹤岗市南

山区人民检察院

上海$

*

个%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上海市人

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

察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上海市黄

浦区人民检察院

江苏$

$!

个%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检察院!南京市玄武

区人民检察院!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常熟

市人民检察院!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检察院!

无锡市人民检察院! 宜兴市人民检察院!无

锡市锡山区人民检察院! 溧阳市人民检察

院!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如皋市人民检察院!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金湖县人民检察

院!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检察院

浙江$

!

个%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苍南县人民

检察院!义乌市人民检察院!舟山市普陀区

人民检察院

安徽$

'

个%

阜阳市人民检察院! 六安市人民检察

院!合肥市人民检察院!霍邱县人民检察院!

利辛县人民检察院! 绩溪县人民检察院!泗

县人民检察院

福建$

*

个%

石狮市人民检察院! 晋江市人民检察

院!漳浦县人民检察院!永安市人民检察院!

大田县人民检察院

江西$

*

个%

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检察院!井冈山市人

民检察院!抚州市人民检察院!丰城市人民

检察院!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检察院

山东$

!

个%

青岛市人民检察院! 淄博市人民检察

院!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检察院!聊城市人民

检察院

河南$

%

个%

信阳市人民检察院! 辉县市人民检察

院!汝州市人民检察院!滑县人民检察院!漯

河市郾城区人民检察院! 淮阳县人民检察

院!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检察院!新安县人民

检察院!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检察院

湖北$

'

个%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武汉市汉阳区人民

检察院!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检察院!武汉市

青山区人民检察院! 大冶市人民检察院!麻

城市人民检察院!石首市人民检察院

湖南$

'

个%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株洲市石峰区人民

检察院!邵阳市人民检察院!衡阳市人民检

察院!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常德市

人民检察院!浏阳市人民检察院

广东$

)

个
,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深圳市龙岗

区人民检察院!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

珠海市人民检察院! 河源市人民检察院!惠

州市人民检察院!湛江市人民检察院!揭阳

市人民检察院

广西$

'

个%

南宁市人民检察院! 桂林市人民检察

院!梧州市人民检察院!博白县人民检察院!

浦北县人民检察院!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检察

院!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检察院

海南$

&

个%

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海南省人民检察院

第一分院!琼海市人民检察院

重庆$

&

个%

合川区人民检察院! 黔江区人民检察

院!永川区人民检察院

四川$

$(

个%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 泸州市人民检察

院!绵阳市人民检察院!富顺县人民检察院!

双流县人民检察院! 平昌县人民检察院!石

棉县人民检察院!三台县人民检察院!重庆

铁路运输检察院!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检察院

贵州$

"

个%

贵阳市人民检察院!贵阳市南明区人民

检察院!开阳县人民检察院!遵义市红花岗

区人民检察院! 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检察院!

金沙县人民检察院

云南$

*

个%

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昆明市盘龙区人民

检察院!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检察院!昆明市

官渡区人民检察院!普洱市人民检察院

陕西$

*

个%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 宝鸡市人民检察

院!安塞县人民检察院!西乡县人民检察院!

商南县人民检察院

甘肃$

*

个%

兰州市人民检察院!兰州市城关区人民

检察院!平凉市崆峒区人民检察院!和政县

人民检察院!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检察院

青海$

#

个%

格尔木市人民检察院!西宁市城西区人

民检察院

新疆$

!

个%

沙雅县人民检察院!吉木萨尔县人民检

察院!阜康市人民检察院!乌鲁木齐市天山

区人民检察院

二!"文明接待室#$

'&"

个%

北京$

)

个%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分院!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石景山区人

民检察院!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房山区人民

检察院!密云县人民检察院!怀柔区人民检

察院

天津$

!

个%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河北区人

民检察院!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西

青区人民检察院

河北$

&!

个%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平山县人民检察

院!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检察院!石家庄市

桥西区人民检察院! 行唐县人民检察院!隆

化县人民检察院!平泉县人民检察院!承德

县人民检察院!怀来县人民检察院!尚义县

人民检察院!蔚县人民检察院!张北县人民

检察院!唐山市人民检察院!遵化市人民检

察院!滦南县人民检察院!文安县人民检察

院! 霸州市人民检察院! 固安县人民检察

院!涿州市人民检察院 !蠡县人民检察院 !

高碑店市人民检察院!沧县人民检察院!河

间市人民检察院!泊头市人民检察院!任丘

市人民检察院!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检察院!

衡水市人民检察院! 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检

察院!宁晋县人民检察院!巨鹿县人民检察

院!邯郸市峰峰矿区人民检察院!邯郸县人

民检察院!武安市人民检察院!魏县人民检

察院

山西$

#"

个%

祁县人民检察院 ! 屯留县人民检察

院 !平遥县人民检察院 !晋城市人民检察

院 !忻州市人民检察院 !临汾市人民检察

院 !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检察院 !运城市盐

湖区人民检察院! 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检

察院!泽州县人民检察院!寿阳县人民检察

院!大同市矿区人民检察院!吉县人民检察

院! 襄垣县人民检察院! 阳城县人民检察

院! 朔州市人民检察院! 柳林县人民检察

院! 昔阳县人民检察院! 古交市人民检察

院! 长治县人民检察院! 曲沃县人民检察

院 !潞城市人民检察院 !沁水县人民检察

院!盂县人民检察院 !怀仁县人民检察院 !

太原市人民检察院

内蒙古$

#)

个%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鄂尔多斯市

人民检察院! 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包

头市人民检察院!乌海市人民检察院!呼和

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检察院!科尔沁左翼后旗

人民检察院!乌兰察布市人民检察院!兴安

盟检察分院!通辽市人民检察院!根河市人

民检察院!扎鲁特旗人民检察院!五原县人

民检察院!四子王旗人民检察院!喀喇沁旗

人民检察院!赤峰市人民检察院!鄂尔多斯

市东胜区人民检察院!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检

察院!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敖汉旗人民

检察院!准格尔旗人民检察院!鄂温克旗人

民检察院!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检察院!

巴彦淖尔市人民检察院!科尔沁右翼前旗人

民检察院!阿拉善盟检察分院!苏尼特左旗

人民检察院!满洲里市人民检察院

辽宁$

&)

个%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 兴城市人民检察

院!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检察院!盘山县人民

检察院!大石桥市人民检察院!凤城市人民

检察院!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检察院!沈阳市

沈河区人民检察院!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检察

院!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检察院!沈阳市铁

西区人民检察院!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检察

院!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检察院!大连市中山

区人民检察院! 大连市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检察院!鞍山市千山区人

民检察院!岫岩县人民检察院!抚顺市望花

区人民检察院! 本溪市平山区人民检察院!

本溪市溪湖区人民检察院!桓仁县人民检察

院!丹东市人民检察院!丹东市振兴区人民

检察院!北镇市人民检察院!凌海市人民检

察院!黑山县人民检察院!彰武县人民检察

院!辽阳市人民检察院!辽阳市宏伟区人民

检察院!铁岭市人民检察院!昌图县人民检

察院!铁岭市银州区人民检察院!朝阳市人

民检察院!喀左县人民检察院!朝阳市双塔

区人民检察院!北票市人民检察院!葫芦岛

市人民检察院

吉林$

#!

个%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长春市南关区人民

检察院!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检察院!长春市

绿园区人民检察院!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检察

院!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农安县人民

检察院!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检察院!磐石市

人民检察院!舒兰市人民检察院!桦甸市人

民检察院!永吉县人民检察院!敦化市人民

检察院!伊通县人民检察院!双辽市人民检

察院!辉南县人民检察院!通化县人民检察

院!洮南市人民检察院!辽源市龙山区人民

检察院!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检察院!临江市

人民检察院!抚松县人民检察院!敦化林业

检察院!大安市人民检察院

黑龙江$

*(

个%

哈尔滨南岗区人民检察院!哈尔滨市阿

城区人民检察院!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检察

院!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检察院!宾县人民

检察院!依兰县人民检察院!双城市人民检

察院!拜泉县人民检察院!甘南县人民检察

院!齐齐哈尔市铁锋区人民检察院!富裕县

人民检察院! 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检察

院!克东县人民检察院!牡丹江市爱民区人

民检察院! 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检察院!林

口县人民检察院!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检察

院!同江市人民检察院!佳木斯市前进区人

民检察院! 佳木斯市东风区人民检察院!大

庆市人民检察院!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检察

院!大庆市红岗区人民检察院!肇州县人民

检察院!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检察院!肇源县

人民检察院! 鸡西市恒山区人民检察院!鸡

西市鸡冠区人民检察院! 虎林市人民检察

院!鸡东县人民检察院!双鸭山市人民检察

院!双鸭山市尖山区人民检察院!宝清县人

民检察院!嘉荫县人民检察院!伊春市人民

检察院!伊春市南岔区人民检察院!七台河

市人民检察院!勃利县人民检察院!鹤岗市

人民检察院! 鹤岗市向阳区人民检察院!北

安市人民检察院! 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检察

院!望奎县人民检察院!安达市人民检察院!

北安农垦区人民检察院!建三江农垦区人民

检察院!苇河林区人民检察院!兴隆林区人

民检察院!哈尔滨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哈尔

滨铁路运输检察院

上海$

)

个%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奉贤区人民检察

院 !杭州铁路运输检察院 !杨浦区人民检

察院 !闸北区人民检察院 !宝山区人民检

察院 !嘉定区人民检察院 !金山区人民检

察院

江苏$

*!

个%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南京市人民检察

院!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南京市浦口

区人民检察院! 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检察院!

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太仓市人民检察

院!苏州市工业园区人民检察院!无锡市滨

湖区人民检察院! 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检察

院!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检察院!无锡市北塘

区人民检察院! 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检察院!

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检察院!常州市戚墅堰区

人民检察院!句容市人民检察院!扬中市人

民检察院!扬州市人民检察院!扬州市广陵

区人民检察院!仪征市人民检察院!扬州市

江都区人民检察院!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检察

院!兴化市人民检察院!海门市人民检察院!

海安县人民检察院!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

院!启东市人民检察院!滨海县人民检察院!

响水县人民检察院! 大丰市人民检察院!射

阳县人民检察院!淮安市人民检察院!洪泽

县人民检察院! 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检察院!

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检察院!徐州市云龙区人

民检察院!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丰县

人民检察院! 连云港市新浦区人民检察院!

镇江市人民检察院! 如东县人民检察院!靖

江市人民检察院!昆山市人民检察院!南京

市秦淮区人民检察院! 江阴市人民检察院!

沭阳县人民检察院! 东海县人民检察院!扬

州市邗江区人民检察院! 苏州市人民检察

院!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检察院!东台市人民

检察院!丹阳市人民检察院!徐州市铜山区

人民检察院!常州市人民检察院

浙江$

$)

个%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杭州市人民检察

院 !富阳市人民检察院 !临安市人民检察

院!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宁波市鄞州区人民

检察院!温州市人民检察院!瑞安市人民检

察院!桐乡市人民检察院!海盐县人民检察

院 !安吉县人民检察院 !德清县人民检察

院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 !诸暨市人

民检察院 !永康市人民检察院 !缙云县人

民检察院 !庆元县人民检察院 !温岭市人

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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