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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长安
!

月
"!

日下午 ! 河北省石家

庄市长安区检察院邀请河北

省道德模范 " #感动省城 $

十大人物乞国艳为检察官讲

述她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的

故事& 干警们听后纷纷表示

要通过学习乞国艳的先进事

迹!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的各项要求! 争

做人民满意的优秀检察官&

!徐亚鹏"

抚顺东洲 日前!

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检察院

举办了该院第二届中式台球

比赛& 检察官们积极参加 !

踊跃报名& 此次台球比赛是

落实 '文化育检$ 的重要举

措! 旨在为检察官们搭建一

个展示自我的平台! 进一步

活跃检察机关文化生活! 激

发检察官们工作热情&

!王志"

伊宁垦区 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伊宁垦区检察院

日前举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学习心得演讲竞

赛& 比赛中! 选手们引经据

典% 感情真挚! 通过一个个

鲜活的例子生动地阐释了检

察官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坚持

立检为公% 执法为民的朴素

情怀! 内容真实% 丰富! 对

检察工作和群众关系进行了

深刻的诠释&

!闫峰"

磁县
!

月
"!

日 !

河北省邯郸市磁县检察院邀

请部分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和人民监督员一起参加了县

电视台 '对话检察官 $ 栏

目! 代表委员和人民监督员

就如何发挥检察职能! 严查

职务犯罪! 强化诉讼监督 !

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 和检

察官进行了认真地交流和积

极地探讨! 并通过电话热线

现场回答了群众关心的问

题&

#

王彦民 于清彦
$

郧县
!

月
"%

日 !

湖北省十堰市郧县检察院女

检察官协会启动 '送法进校

园 $ 活动 & 协会成员一行

""

人 ! 深入该县一中开展

'知法守法健康成长 $ 为主

题的活动! 女检察官围绕青

少年犯罪特征! 结合生动案

例具体讲解了刑事责任年龄

和共同犯罪两个概念! 并有

针对性地提出四点防范建

议 ! 受到学校师生一致好

评&

!黄瑛莉"

如东 为扎实开展

'检察队伍素质能力提升年$

活动! 近日! 江苏省南通市

如东县检察院举行了 '一对

一$ 公诉对抗赛! 旨在提高

检察干警的论辩能力和出庭

支持公诉水平& 控% 辩双方

选手慷慨陈词 ! 针锋相对 !

引起了在场观摩的全院干警

阵阵喝彩&

&

缪军
$

临清
!

月
"%

日 !

山东省临清市检察院组织党

员干警到山东省莘县古云镇

参观鲁西第一党支部纪念

馆! 瞻仰红色革命圣地& 通

过实地参观历史图片 % 资

料% 抗战文物% 战斗场景雕

塑等! 干警们心灵上受到强

烈震撼!纷纷表示!今后要充

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

作用!珍惜检察职业!牢记为

民宗旨!干好本职工作&

&

徐辉
$

泉州洛江
!

月
"%

日! 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检

察院依托 '职工书屋 $! 组

织该院青年干警! 开展 '群

众路线$ 理论学习& 干警们

在 '职工书屋$ 学习了 (论

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

编+,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应知应晓
%'

问 +

等理论资料! 同时就检察机

关如何贴近基层% 如何杜绝

'四风$ 等问题进行热烈讨

论! 并将讨论意见予以汇编

供院领导参考&

!黄江伟"

泾县
!

月
"(

日!安徽省

泾县检察院举办以'群众路线在我

心中$为主题的演讲比赛 !该县县

委第八督导组组长到场指导&参赛

干警围绕主题!结合参加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真实体会
)

表

达了干警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

群众的工作态度& 比赛结束后!该

院检察长还对比赛进行了点评&

!李楠"

伽师
!

月
"(

日! 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伽师县检察院检察官

来到该县双语小学!为
%''

多名师

生作了主题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学校家庭责无旁贷 $的法制

讲座& 检察官以案例讲解的形式!

结合未成年人心理% 生理特点!对

犯罪动机%原因和应承担的后果进

行了剖析&

!吴崴 李瑞良"

德安
!

月
"(

日! 江西省

德安县检察院邀请该县电视台记

者一同到看守所开展'在押人员权

益保障日$活动&活动中!干警向在

押人员发放了在押人员权利义务

告知书!与
*

名未成年在押人员进

行座谈!并分别在监区内及看守所

大门处设置了意见箱!进一步拓宽

在押人员的维权渠道&

!王海宝"

大名
!

月
"%

日! 河北省

大名县检察院组织开展 '检察在身

边$活动&该院控申部门干警与
+

名

班子成员分别深入各自乡镇联系

点!开展下访巡访和带案下访活动!

通过法律宣传!改变信访人'信访不

信法$ 的观念! 及时发现和解决问

题!促使社会矛盾纠纷有效化解&

!曹现革"

上蔡 河南省上蔡县检察

院积极创新学习形式!日前利用手

机短信!开通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短信课堂$&该院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

公室安排专人专门负责短信的收

集%整理!并定期向县委领导小组

办公室%县委督导组和全体党员干

部发送内容涵盖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相关理论知识%检察工

作动态的短信&

#

何京京
,

灵川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

川县检察院近日在灵川中学成立

了'青少年法制教育示范基地$&该

院将为该校师生举办法制讲座%组

织学生旁听庭审等!同时还开通了

维权热线!随时接受学生的法律咨

询!进一步提高未成年人的法律意

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更好地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

!秦庆宏"

襄阳樊城 为不断提

升办案部门规范化水平! 近日!湖

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检察院开展了

*'"+

年度精品案件评选活动& 此

次评选活动通过自荐和推荐的形

式! 在检察官所办案件中选出
*%

件! 从实体 % 程序 % 法律文书及

办案效果四个方面对其进行逐一

审查! 最终选出
%

件作为
*'"+

年

度精品案件&

!朱行行"

泰安泰山 山东省泰

安市泰山区检察院近日开展'集中

联系走访%面对面听取意见$活动&

该院
+!

名干警采取入户恳谈 %个

别约谈%集中座谈%发放(征求意见

表+等形式!深入辖区
"*%(

户群众

家中! 认真听取基层群众诉求!并

做好问题汇总及民事实事台账!扎

实推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深入开展&

#

张甜
,

曲沃 山西省曲沃县检察

院近日启动了'一村一警$活动&该

院抽调
+'

名业务骨干! 由院领导

带队!深入该县检察机关所包的
+'

多个自然村!与村两委班子召开座

谈会!征求群众对检察机关的意见

建议!并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

!李彦良"

南安 福建省南安市检察

院日前与该市市委党校联合会签

了(关于联合开展预防职务犯罪警

示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 通过成

立预防职务犯罪进党校工作协调

联络小组%召开联席会议 %举办警

示教育讲座等形式!深入开展党员

干部法制宣传教育!建立起法制教

育长效机制&

!张艳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