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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
!

月
"

日! 浙江省

常山县检察院组织全体干警集中

观看电影"焦裕禄#$观影结束后
#

干警们一致认为影片呈现了一位

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人民群众

无比热爱的优秀党员领导干部形

象$大家纷纷表示!要以焦裕禄同

志为榜样!牢记职责!爱岗敬业!无

私奉献!坚定信念$

$

余露 刘润华
%

山丹
!

月
&

日! 甘肃省

山丹县检察院开展以&正风肃纪%

争做好干警'为主题的演讲比赛$

参赛干警谈感想%表态度%扬正气%

讲梦想!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自己对

好干警的认识!诠释了对检察工作

的忠诚与热爱!抒发了奉献检察事

业的豪迈情怀!充分展现了新时代

检察官的风采$

!石文纲"

丹东振兴 辽宁省丹

东市振兴区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

科近日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为契机!积极开展基层职务犯

罪预防工作!组成法律援助志愿服

务队 !走进辖区街道 %社区 !开讲

堂%办座谈%做宣传!现场接受社区

居民的咨询!加强预防服务基层的

影响力$

!王双 王淑波"

建宁 福建省建宁县检察

院近日在该县江滨大道平安建宁

宣传广场设立了 &民事行政检察

与法同行 ' 宣传专栏 $ 该院以

&人民群众发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在审理% 办理民事行政相关业务

过程存在违法犯罪行为如何进行

举报'% &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

讼行为进行监督的方式' 等为内

容制作了宣传展板! 为群众进行

普法宣传$

$

邓高彬
%

金溪 江西省金溪县检察

院近日组建预防职务犯罪宣讲团!

由检察长担任团长!

'

名青年干警

任宣讲团成员$该院充分调动青年

干警的积极性!运用视频等多种授

课方式!增强宣讲效果!同时也为

青年干警提高群众工作能力%锻炼

口才搭建了平台$

$

吴志球
%

灌南 江苏省灌南县检

察院自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开展以来!积极组织全体

干警开展观看系列专题教育片%听

专题讲座%举办专题讨论%参观周

恩来纪念馆等系列活动!引导干警

牢固树立执法为民宗旨和公正廉

洁的理念!以实际行动推进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

$

孙伟涛
%

南阳宛城 河南省南

阳市宛城区检察院自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积极开

展&法律宣传下基层!抓维稳促和

谐'专项活动!全面提升干警群众

工作能力!并以每季度开展一次道

德讲堂%青年干警讲坛%检察业务

专题培训等活动为抓手!促进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殷亚南"

上海普陀 近日 !上

海市普陀区检察院石泉检察室派

员为辖区被判处刑罚后予以缓刑%

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或被判处管制

的矫正人员上了一堂主题为&社区

矫正人员在刑意识教育'的法制教

育课$此举旨在进一步增强矫正人

员遵纪守法意识!不断提高社区矫

正的规范化水平$

!张佳楠"

唐山曹妃甸
!

月
!

日!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检察

院举办 &为了谁% 依靠谁% 我是

谁% 爱检察% 做奉献' 主题演讲

比赛$ 该院
&

名检察官以朴实的

语言诠释了检察官立党为公% 执

政为民的工作理念! 进一步坚定

了干警自觉践行群众路线的决心

和信心$

!褚建华"

靖宇 吉林省靖宇县检

察院近日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心得交流会! 来自不同

岗位的
()

名检察干警做了发言!

从不同角度% 不同侧面! 就正确

把握教育实践活动的总要求% 强

化执法理念% 践行执法为民宗旨

等交流了学习心得! 分享了学习

成果$

!沈渤曾"

崇信
!

月
"

日! 甘肃省

崇信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应邀到锦

屏镇作主题为&让我们时刻筑牢预

防职务犯罪的思想防线'的预防职

务犯罪专题讲座$主讲人从职务犯

罪的概念%主体%犯罪形式%主要原

因%社会危害以及如何预防等方面

进行了讲解!并对该院办理的职务

犯罪案件进行了重点分析$

!代社林"

闻喜
!

月
"

日! 山西省

闻喜县检察院监所检察科干警严

格落实高检院关于 &加强和规范

监外执行和社区矫正检察工作 '

的工作要求! 采取见人见面的形

式!对社区矫正人员逐一排查!严

防脱管%漏管现象的发生!并将汇

总后的第一手资料及时与法院 %

公安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进行交

换!加强信息交流$

!杨俊彦 贾海军"

岳阳
!

月
"

日! 湖南省

岳阳县检察院检察长来到该院新

农村建设联系点坪桥村就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调

研! 并结合该院近年来查办的典

型案例!讲解相关法律知识!宣传

检察机关主要职能! 同时征求群

众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

!李彦"

通山
!

月
!

日! 湖北省

通山县检察院举办 &执法为民%干

在实处%争做好检察官'主题演讲

比赛 $

*

名参赛选手结合工作实

际 !讲感受 %谈体会 !诠释检察官

&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高尚情操

和对党的无限忠诚$此次活动的开

展为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深入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吴一痕"

松溪 福建省松溪县检察

院近日与团县委签订了 "&阳光成

长!法制伴行'检团共建协议书(!

探索保护未成年人工作新思路%新

方法$据悉!该院将与团县委在辖

区开展为期一年的 &阳光成长%法

制伴行'检团共建活动!内容包括

开展 &为了明天 '法制宣传 %组织

&以案说法'庭审观摩等$

$

松检宣
%

淮南大通 安徽省淮

南市大通区检察院近日与该区法

院联系沟通! 将两起危险驾驶案

的庭审现场设置在案发地乡政

府!呈现给当地群众$检察官在庭

上讲解危险驾驶罪法律知识 !庭

下发放宣传材料解答群众疑问 !

将惩治犯罪与宣传法律相结合 !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张丽娜 周锦"

石家庄长安 在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河

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院注重

发挥警示教育与检务督查的双重

作用! 将纪律作风自查与警示案

例教育相结合!坚持做到周自查%

周警示%周整改!并要求全院干警

对照自身执法作风实际! 认真查

找问题!制定改进措施$

!吴兰萍"

关岭 贵州省关岭县检

察院近日举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知识测试! 该院班子成

员和全体干警参加$ 自第二批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

来! 该院采取集中学习% 专题辅

导 %专题讲座 %举办学习班 %观看

警示教育片等多种形式确保活动

取得实效$

!赵延明"

白河 日前 ! 陕西省白

河县检察院干警应农村商业银行

邀请! 在该县农村商业银行
+)(!

年度工作会议上! 举办了以 &新

形势下强化职务犯罪的必要性 '

为主题的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

课$ 讲座系统地介绍了检察机关

的职能 ! 重点对职务犯罪的种

类% 构成% 追诉标准及量刑进行

了讲解$

!李云燕 刘宝利"

淮安清浦 江苏省淮

安市清浦区检察院近日牵头该区

公安分局和工业园区公安分局 !

会签了 )关于规范刑事案件全程

同步录音录像工作的若干意见(!

建立健全对普通刑事案件同步录

音录像资料的随案移送审查机

制! 切实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活

动的监督$

!王园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