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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
!

月
"#

日! 四川省

大英县检察院与该县公安局相关负

责人召开联席会! 就规范 "另案处

理# 案件办理与监督有关事宜会商

研究$会议建立了"另案处理%案件

数量&工作开展情况&案件处理结果

等信息定期通报制度!并在"另案处

理% 案件的动态管理和核销制度等

方面达成了共识$

!蒋国荣 何林林"

禄丰
!

月
"$

日! 云南省

禄丰县检察院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专题辅导会$会上!该院

检察长畅谈了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的感受! 并为全院干警作

了主题为"学党章!争做新时期领导

干部的楷模%的党课!就如何履行好

党员义务& 如何在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中发挥好带头作用进行

了讲解$

!周军"

岷县
!

月
"$

日! 甘肃省

岷县检察院检察官为岷阳镇东关小

学的学生们上了新学期的第一堂法

制教育课$授课检察官以"我要争做

学法&懂法&守法的好学生%为题!以

什么是违法犯罪& 青少年对哪些犯

罪活动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为切入

点! 围绕青少年犯罪的成因和高发

的犯罪类型! 为学生们进行了深入

讲解$

!李胜民 李佳原"

云梦 湖北省云梦县检察

院日前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中!深入开展"正风肃纪!争做好

干警%活动$活动通过专题学习&主

题讨论&作风整顿&规范文明执法&

社情民意大走访&问题查摆整改&示

范引领树典型等方式! 努力打造一

支政治过硬&业务过硬&纪律过硬&

作风过硬的检察队伍$

!潘小玲"

涟水 江苏省涟水县检察

院近日出台'案件评查制度(!规定

每个业务部门指定两名案件评查员

组成评查人才库! 采取业务部门自

查&案管中心复查&纪检监察督查的

)三级查%方式!对已办结的所有案

件全面评查$ 评查结果将与干警绩

效考核挂钩! 实现案件评查工作的

规范化&常态化$

!王强"

淮北杜集 安徽省淮北

市杜集区检察院预防部门干警近日

应邀为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工作人员上了一堂廉政警示教育

课$ 预防部门干警结合该局近年来

发生的职务犯罪典型案例! 深入剖

析了人社部门职务犯罪的特点&原

因&危害及预防对策!进一步提高了

该局干部职工的拒腐防变能力和廉

洁自律意识$

!郑万东 郭庆森"

蓬莱 山东省蓬莱市检察

院干警近日走上街头!深入开展"法

德共进%集中宣传活动$干警们积极

向群众发放'法律援助条例(等宣传

资料! 并耐心细致地向群众解答了

各类法律问题! 增强了群众运用法

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常洪波 徐静"

平潭 福建省平潭县检察

院日前通过官方微博对一起涉检信

访案件进行公开答复$ 该院在答复

中对案件受理审查过程& 案件事实

的认定及证据& 法律依据等内容进

行了详细说明! 对信访人的权利进

行了告知$据悉!该院利用微博公开

答复涉检信访案件的做法在该省尚

属首例$

!陈锦"

万全 近日!由共青团河北

省张家口市委&市综治办&市文明办

联合开展的"张家口最美*优秀+青年

卫士%评选活动揭晓!万全县检察院

干警鲍广跃榜上有名!荣获十佳)张

家口优秀青年卫士%荣誉称号$此项

荣誉是该院党组近年来培养青年干

警成才&积极宣扬先进典型&充分展

示检察机关优良作风的具体体现$

!王平"

吉安青原 近日! 江西

省吉安市青原区检察院与该区政法

部门在区政法委的组织下!深入该区

%

个乡镇开展以)手拉手参与平安建

设!心连心共建和谐青原%为主题的

法制宣传进乡村活动$该院精心制作

了图文并茂的宣传展板&法制宣传材

料等! 并成立两个宣传工作小组!分

赴各乡镇开展此项工作$

!廖晟 朱俊勇"

灵武
!

月
"$

日!宁夏回

族自治区灵武市检察院组织全体

干警赴银川监狱接受警示教育!这

是该院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活动中!

两名职务犯罪服刑人员现身说法!

回忆了自己的职务犯罪过程!剖析

了自己思想蜕变的心路历程和服

刑改造的体会!并警醒大家!要筑

牢思想防线!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王琪"

泗洪
!

月
"&

日!江苏省

泗洪县检察院组织该县审计局
'(

余名干部职工到该院反腐倡廉警

示教育基地参观学习$该县审计局

干部职工们参观了警示教育图片

展!观看了廉洁教育短片!了解了

近年来当地发生的职务犯罪典型

案例!进一步增强了自身的廉洁自

律意识$

!张国立"

辛集
!

月
"'

日!河北省

辛集市检察院与该市第一人民医

院&第二人民医院签订了在办案工

作区内设立涉案人员诊疗绿色通

道的协议!规定办案工作区内涉案

人员身体突发不适!司法警察要及

时通知绿色通道值班医生!并配合

医生采取相应措施开展救治!以保

障办案安全$

!倪晓阳"

成武 山东省成武县检察

院人民监督员工作办公室近日结

合人民监督员工作的有关要求及

办案实际! 采取查看犯罪嫌疑人

第一次讯问笔录& 核验案件性质

及犯罪嫌疑人主体身份& 回访犯

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等方式 !

开展了针对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

的维权活动$

!张胜强"

会宁 近期! 甘肃省会宁

县检察院未检科在办理未成年人涉

罪案件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中! 结合涉案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现

状!对该县网吧进行走访调查!发现

部分网吧逃避有关部门监管! 存在

管理上的漏洞$针对这一现象!该院

及时向该县公安局& 工商局等相关

单位发出检察建议! 建议相关职能

部门跟踪监督!联合整治$

!郭建辉 郭慧"

建宁 福建省建宁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了)送法进校园&让青

少年远离犯罪% 法制宣传活动$活

动中!该院青少年维权岗干警先后

到县一中&县二中&县智华中学等

&

所中小学开展主题为 )法在身

边!走好青春第一步%的法制专题

讲座!并向学生发放由检察机关统

一印发的'为了明天的太阳(法制

宣传手册$

!邓高彬"

襄阳城郊 湖北省襄

阳市城郊地区检察院近日以)机关

夜校%为平台!组织干警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学习

讨论$干警们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并就如

何落实活动要求&开展好教育实践

活动进行了交流探讨$

!黄万成"

寿县 为确保政府投资安

全和工程项目质量!近日!安徽省寿

县检察院与该县招标局共同出台了

'关于建立工作联系制度 开展预防

共建的若干意见($该意见对双方建

立联席会议制度& 行贿犯罪档案查

询制度!完善标后监督!加强信息通

报&咨询宣传等给予明确规定$

!郑永文"

库伦 内蒙古自治区库伦

旗检察院近日组织全体党员干警

召开)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我

的群众观%主题座谈会$会上!党员

干警结合工作实际!纷纷畅谈了参

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

认识和体会! 达到了不走形式&不

搞敷衍&不务虚的效果$

!赵维民"

石泉 陕西省石泉县检察

院日前选派技术人员参加该省检

察机关司法检验鉴定及同步录音

录像技术研讨班$ 通过学习培训!

该院技术人员的司法检验鉴定专

业技能与工作水平得到了进一步

提高!对正确理解和适用有关司法

检验鉴定规定&推进)阳光鉴定%具

有重要意义$

!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