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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罗
!

月
"#

日!湖南省

汨罗市检察院举行 "践行群众路

线!争当服务之星#主题演讲比赛$

参赛选手紧紧围绕活动主题!结合

自身工作实际! 用真挚的感情%朴

素的语言!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

把自己对检察工作的热爱之情融

入演讲内容!充分表达了争做党和

人民群众忠诚卫士的信心与决心$

!吴威"

和龙
!

月
"!

日!吉林省

和龙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局举

办工程建设招投标暨廉政建设培

训会$该院检察官以&远离职务犯

罪!确保工程优质%干部廉洁#为主

题!讲解了当前工程建设招投标中

容易出现职务犯罪的环节!并有针

对性地剖析了职务犯罪的成因!教

育大家严守拒腐防变底线$

!高 祝斌"

泾源
!

月
"!

日!宁夏回

族自治区泾源县检察院举办
$%"!

年检察联络员培训班!该院各内设

机构负责人及
&#

名检察联络员参

加$ 培训结合检察机关工作职能%

检察联络员工作职责等内容对检

察联络员进行培训!旨在促进检力

下沉! 为检察人员更好地联系群

众%服务群众搭建了平台$

'

雒晓宁
(

武夷山
!

月
"!

日 !福

建省武夷山市检察院公诉科青年

文明号联合该市工商所到当地景

区开展&诚信服务月#普法活动$此

次活动通过实物展示和真人解说

的形式向游客介绍假冒伪劣产品

的鉴别方法!同时发放法制宣传资

料!向游客介绍权益受到侵害时的

法律救助途径$

'

刘雯 吴超
)

二连浩特
!

月
*+

日!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检察

院预防部门干警到二连海关举办

了一场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预

防干警阐述了当前反腐斗争的新

形势及党和国家反腐败的力度和

决心!结合海关系统发生的职务犯

罪典型案件! 对职务犯罪的概念%

特点%表现形式等进行了剖析$

,

毕力格
)

保定新市 河北省保

定市新市区检察院近日开展&春季

严打#专项行动$该院联合该县法

院%公安局出台了'&春季严打#刑

事案件快速办理工作机制(! 建立

和实行重大复杂刑事案件相互沟

通%及时召开案情分析会等工作机

制!以确保"春季严打)行动快%打

击效果好$

!朱鹏杰 郑学彬"

岐山 今年
!

月以来 !陕

西省岐山县检察院启动了以"保障

青少年合法权益!建设平安和谐校

园) 为主题的法律宣传进校园活

动$该院组织部分青年检察官深入

辖区
$$

所学校! 集中宣讲未成年

人保护法中的有关法律法规!并对

学生提出的法律问题逐一进行解

答$

'

白文渊
)

靖安 近日! 江西省靖安

县检察院在全院范围内精心挑选

了
-

名写作能力较强的青年干警!

由分管领导牵头成立调研% 信息%

宣传报道小组! 主要围绕如何策

划选题% 加强学习交流等内容开

展工作$ 该院同时要求报道小组

依照按月通报% 季度评比的原则!

每月开展写作交流会! 评比精品

文章! 以此来提高青年干警的写

作水平$

!吴斌"

庄浪 近日! 甘肃省庄浪

县检察院干警到该县国税局举办

主题为"保持廉洁心态!把握正确

航向)的法制讲座!通过播放视频

短片的形式!帮助国税系统干部职

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筑

牢思想道德和国纪国法的双重防

线$

!柳旭东"

灌云 日前! 江苏省灌云

县检察院与该县人民医院签订了

'医疗保障绿色通道协议(!建立了

询
'

讯
)

问严重疾病涉案人员%医护

人员在办案工作区待诊制度!完善

被询
'

讯
)

问人诊治检查专人负责%

优先就诊制度! 并开通了急诊科%

主治医生
$!

小时通讯专线! 进一

步确保办案安全$

!董其波 范玉兵"

远安
!

月
*#

日!湖北省

远安县检察院借该县荷花镇第
+*

届嫘祖庙会之机开展"廉政宣传乡

村行)活动$该院干警搭建了法律

宣传服务台!为群众发放检察机关

近年来查办的涉农惠民资金领域

职务犯罪典型案例以及举报常识

等宣传资料! 引导群众依法维权!

增强监督意识$

'

付家新
)

淮安淮阴
!

月
*+

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检察院未

检部门联合该区法院%妇联在当地

老张集乡张集村开展"*护花行动+

进乡村#启动仪式!该村
#%

余名留

守女童的母亲应邀参加$检察官及

法官先后向家长们讲解了办案实

践中遇到的性侵女童案件!并结合

案例对她们进行法制教育$

'

周红梅 赵学刚
)

霍邱 日前! 安徽省霍邱

县检察院召开民事行政检察工作

座谈会$与会检察官%法官%律师对

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民事案件办

理情况%民诉法在司法实践中遇到

的问题等作了深入交流!并就如何

加强检察建议在民事行政审判监

督中的作用等进行探讨$

!程亮
)

临汾尧都 山西省临

汾市尧都区检察院近日开展&检察

之星#评选活动$据悉!该院每月评

选&检察之星#

#

名!&检察之星#照

片和事迹在办公楼大厅专版上展

示!同时在检察网上宣传$通过身

边人教育身边人的形式!进一步激

发了该院干警的进取意识!营造出

你追我赶%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

'

骆风林 公瑞
)

三明梅列 福建省三

明市梅列区检察院近日结合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先后组织

干警到连茂村%后洋村开展&交百

姓友%办百姓事%暖百姓心#干部进

村入户走访活动$干警们通过入户

发放征求意见表% 民情联系卡%宣

传图册等方式与群众座谈!并通过

一对一&结对子#的方式!帮助农户

解决实际困难$

!葛晶"

都昌 近日! 江西省都昌

县检察院按照年初制定的'开展规

范执法年活动实施方案( 要求!由

案管办和检察委员会办公室负责

人组成案件质量评查组!从该院侦

查监督科和反贪局去年办结的案

件中各抽出
!

件进行评查!指出案

件中存在的问题!并形成书面报告

通报全院!针对发现的问题督促相

关部门逐案整改$

!李定华"

象州 广西壮族自治区象

州县检察院近日组织全体干警聆

听了广西社会科学院教授所作的

主题为 &做一个清醒有为的好干

部! 与象州县干部谈反腐倡廉建

设#的报告$课后!干警们围绕如何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如何看待近年

来发生的腐败案件等问题进行讨

论$

!陈敬东"

枣庄市中 近日!山东

省枣庄市市中区检察院组织检察

官到孟庄镇刘岭村! 为该村
!%

余

名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

法制教育课$该院检察官以&永远

跟着共产党走!无怨无悔起带头作

用#为主题!结合近年来查办的涉

农职务犯罪案件!讲解了涉农职务

犯罪的概念%危害及特点!并分析

了引发村干部职务犯罪的原因$

'

武兴才 高红梅
)

武川 近日! 内蒙古自治

区武川县检察院与该县环境保护

局会签了'关于建立行政执法检察

监督协作机制!共同服务和保障生

态文明建设的实施办法(! 建立了

执法监督%督促起诉%信息交换平

台和案件移送等行政执法检察监

督协作机制!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

行为!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

!刘晓琴 李学智"

邱县 河北省邱县检察院

今年以来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以革命传统%正反

典型等教育为抓手!建立常态化学

习机制!以调研%会议等方式征集

意见建议!并通过建立自查%整改

台账的形式!切实增强干警践行群

众路线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刘景亚 徐志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