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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荔城
!

月
"#

日!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检察院公

诉科检察官与法院刑庭干警深入

莆田第二十四中学! 在该校开展

"模拟法庭#活动$"模拟法庭%是莆

田第二十四中学与该院&该区法院

合作探索未成年人法制教育的新

形式!通过案情分析&角色划分&预

演等环节模拟刑事审判全过程$

!吴舟 吴菁菁"

凤阳
!

月
"#

日! 安徽省

凤阳县检察院开展主题为 "释法解

民惑! 服务保民安% 徒步普法行活

动$ 该院干警改变过去搭台设点的

宣传形式!步行途经闹市街区!向行

人和居民发放 '学法用法指南(!现

场解答群众提出的有关婚姻家庭&

人身损害赔偿等方面的法律问题!

引导他们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

!吴长忠 梅开厂"

贵港港北
!

月
"#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

检察院副检察长深入挂点学校八

一实验中学! 与该校领导座谈!了

解学校的法律诉求$ 今年以来!该

院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 为辖区
$%

所中小学校指派了

挂点检察官! 负责学校的法制宣

传&法律咨询等工作$

!蔡新根"

中方
!

月
&'

日!湖南省

中方县检察院开展 )周末大讲堂%

活动!邀请有关专家作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辅导报告$受

邀专家结合检察工作实际!详细阐

述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的背景& 必要性和重要性!进

一步激发干警践行群众路线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尹平 杨周捌"

宝鸡陈仓 陕西省宝

鸡市陈仓区检察院检察官近日为

陕西三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学

生作了主题为"与法同行!走好青

春每一步%的法制教育讲座$检察

官从什么是犯罪&我国刑法关于刑

事责任年龄的规定&青少年犯罪主

要涉及的罪名等方面教育引导学

生知法&懂法&守法$

(

刘培莹
)

如东 江苏省如东县检察

院近日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学习体会交流会$ 该院
*+

名年轻干警结合工作实际!抒发了

服务大局&保障民生&立检为公&执

法为民的朴素情怀!阐述了"为民&

务实&清廉%的群众路线理念!表达

了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信心和

决心$

,

缪军
-

务川 贵州省务川县检察

院近日抽调该院检委会委员 &案

管办及人民监督员办公室负责人

组成案件质量评查组 ! 对该院

&+*.

年下半年办结的案件进行全

面评查!指出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

此次活动 ! 该院共评查案件
&+!

件!其中优秀案件
*!%

件$

!李良芬"

商丘梁园 河南省商

丘市梁园区检察院近日启动案件

评查机制!出台了'

&+*!

年度案件

质量评查工作方案($ 根据方案规

定!从各科室抽调业务骨干成立案

件评查组织机构!建立台账 !明确

工作流程和分工!并对办结的案件

从办案程序到法律适用&从办案效

果到卷宗装订等进行仔细评查$

!刘鲲"

都昌 今年以来! 江西省

都昌县检察院在刑释解教人员中

深入打造以 "安其身 !暖其心 !用

其长 !正其行 !育其人 %为内容的

"五字连心 %工程 $该院从做好刑

释解教人员衔接工作入手 ! 在加

强对刑释解教人员教育的同时 !

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疏

导化解消极对抗情绪 ! 促使其尽

早融入社会$

!周玲 况璐瑜"

石嘴山大武口 自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

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

武口区检察院精心部署 ! 用心筹

划!将每周一下午定为集中学习时

间!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等*及时在该院门户

网& 检察微博公开活动开展情况!

并以微博私信的方式向网友征求

其在检察工作方面的意见建议$

!贺安玉 张龙"

永丰
!

月
&#

日
/

江西省

永丰县检察院女检察官来到永丰

中学开展主题为 )青春绽放 !与法

同行 %的送法进校园活动 $女检察

官们通过举办法律知识讲座&发放

法律宣传单&与学生进行现场法律

知识互动交流 & 解答疑难法律问

题 &摆放宣传展板等方式 !向青少

年学生阐释犯罪的危害$

!刘小刚 门坚"

常山
!

月
&#

日! 浙江省

常山县检察院根据县委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安排

部署!利用 )周一夜学 %时间 !组织

全院
!'

名党员干警进行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应知应会测评$

测试以 '应知应会问答
&++

题(为

蓝本 !内容涵盖党章 &党的群众路

线基础知识等$

!常检宣"

长治郊区
!

月
&#

日!

山西省长治市郊区检察院制定'关

于开展阳光检察巡回服务工作的

实施方案 (! 决定在该区
0

个乡

+镇&街道办,设立阳光检察巡回服

务检察室!每个干警联系
&

个行政

村!并在村务公开栏公布干警联系

方式!全天侯受理群众举报&控告&

申诉!接受群众法律咨询$

!宋莉"

临泽
!

月
&'

日
/

甘肃省

临泽县检察院举办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知识测试$试卷紧紧

围绕教育实践活动主旨!内容涵盖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应掌

握的知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以及高检院&省检察院有

关精神$此次测试通过以考促学的

形式!加深干警对党的群众路线相

关知识的理解$

,

张永银
-

连江 福建省连江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全体法制辅导员前往

该县尚德中学开展法制宣教活动!

结合中学生的生理& 心理特点!采

取视频短片 &

112

课件等形式 !图

文并茂地向学生们讲解了刑事责

任年龄以及故意伤害 &抢劫 &盗窃

等常见罪名的概念!使听课学生深

受教育和启发$

!林怀德"

赤城 为推进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河北省

赤城县检察院班子成员今年
.

月

以来深入联系村蹲点服务!共与群

众召开座谈会
*3

次! 为党员干部

上党课
#

次!结合走访调查梳理上

访问题
.!

件! 征求联系点群众意

见建议
*!

条! 用实际行动赢得了

群众的支持和赞誉$

,

迟轩
)

天峨 连日来! 广西壮族

自治区天峨县检察院检察官深入

辖区
'

个乡镇!开展涉农职务犯罪

预防巡回宣讲活动$宣讲团检察官

结合该院已查办的涉农职务犯罪

典型案件 !就案发特点 &原因及危

害等作了全面剖析!有效促进了农

村党员干部自觉提高为民务实&廉

洁从政的意识$

!牙柳人"

咸丰 湖北省咸丰县检察

院法制宣讲团成员近日以)法律伴

我行!建功中国梦%为主题!根据中

学生涉世不深 & 易冲动等心理特

点!为该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

讲述了青少年违法犯罪产生的原

因以及造成的严重危害!提醒他们

遵纪守法 !谨慎交友 !合理运用法

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钱林"

阳谷 今年以来! 山东省

阳谷县检察院根据该县国税局&供

电公司等预防协会成员单位的部

门性质 &岗位职能 &存在的廉政风

险点!开展了)上一堂法制教育课&

赠送一份廉政海报 &发放一份 '致

党员干部家属的一封信(%活动!有

效推动了该县廉政教育工作的深

入发展$

!贾伟"

宿松 安徽省宿松县检察

院近日被高检院授予全国检察机

关 )文明接待室 %荣誉称号 $近年

来!该院逐步完善了检察长接待日

制度 &内部联合接访机制 !建立了

联合大接访&预约接访&乡镇巡访&

带案下访等制度!并实行首办责任

制! 依法及时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受到党委政府和群众的一致好评$

!高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