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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
!

月
"

日!陕西省武

功县检察院检委会通过了"民事监

督案件息诉工作实施意见 #$ "意

见%对息诉案件范围&工作程序&申

请监督风险告知&息诉疏导 &息诉

承诺等作出明确规定!具有一定的

操作性!使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更加规范$

!武检宣"

余姚
!

月
"

日!浙江省余

姚市检察院干警前往省委党校梁

弄分校开展群众路线现场教学活

动$党校教授以'闪耀在浙东根据

地的艰苦奋斗精神(为主题为大家

举办专题讲座!带领大家回顾了解

放战争时期浙东地区军民一心抗

敌的艰辛历程 ! 再现了党为了群

众&依靠群众的历史 !坚定了干警

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决心$

!李平"

临邑
#

月
"$

日! 山东省

临邑县检察院未检科检察官来到该

县博文学校开展'法制宣讲进校园(

活动$ 检察官结合青少年犯罪典型

案例&相关法律法规及预防犯罪常

识等内容进行宣讲!并组织部分学

生代表召开法制班会!就如何预防

青少年犯罪等话题展开互动!进一

步增强青少年学生的法制意识$

!张淑华 张浩"

酒泉肃州 近日!甘肃

省酒泉市肃州区检察院组织酒泉

市县两级路政执法人员!到该院和

区国税局共建的警示教育基地参

观学习$警示教育基地展出了涉及

税务系统职务犯罪的典型案例!并

为参观人员播放了警示教育片)握

好手中的权力%! 教育干部职工廉

洁守法$

!姚玉梅"

怀宁 日前!安徽省怀宁县

检察院举办首届'检察之星(评选活

动$ 评选期间! 该院通过党小组申

报&党支部推荐 &党总支评选的形

式!选出了在爱岗敬业&乐于奉献&

执法办案和勤政廉政等方面表现

突出的
%

名干警!进一步掀起了干

警学先进&赶先进&作奉献&当表率

的热潮$

!周小友"

黄冈黄州 湖北省黄

冈市黄州区检察院首届青年干警

成长班近日开班$该班集合该院
"&

岁以下青年干警! 通过文件讲读&

专家授课 &模拟法庭 &法律文书比

拼&社区调研 &送法上门等丰富多

样的活动形式!对青年干警的理论

学习&岗位练兵 &实践调研等方面

的综合能力进行锻炼$

!闻晶"

纳雍 贵州省纳雍县检察

院近日联合该县教育局到纳雍县第

三中学举行以'与法同行(为主题的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制教育巡回

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仪式上 !检察

官为学生们讲解了刑法中涉及未

成年人的犯罪罪名!并用典型案例

分析了抢劫 &故意伤害 &寻衅滋事

等学生中常见犯罪的社会危害$

!刘凯"

顺昌 福建省顺昌县检察

院
'

名年轻女干警近日来到该县

郑坊中学!开展以'法伴青春!呵护

成长(为主题的 '检察官姐姐志愿

服务(活动$活动中!检察官姐姐为

同学们上了一堂精彩的法制讲座!

并向学生们赠送了)检察官姐姐呵

护成长%法律宣传手册及 '检察官

姐姐爱心联系卡($

!陈志民"

唐河 今年
&

月以来 !河

南省唐河县检察院会同该县司法

局对辖区
()

个乡镇的社区矫正工

作进行专项检察!听取司法行政部

门关于社区矫正对象考察制度的

落实情况汇报!抽查监外执行罪犯

的矫正情况!共走访社区矫正对象

)!$

余名&家属
(*+

余人!检查档案

&$$

余卷$

!牛凌云"

壶关 近日! 山西省壶关

县检察院将巡回检察车开到地处

太行山大峡谷的桥上乡进行法制

宣传$该院利用车载电子显示系统

向山区群众播放法制宣传教育片!

并为群众发放印有人民检察院直

接立案侦查案件的范围&贪污贿赂

犯罪立案标准以及人民检察院受

理刑事&民事申诉指引等内容的宣

传单!同时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

,

牛蕊"

济阳
!

月
'

日!山东省济

阳县检察院干警应邀为'济阳县行

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更新培训班(

上的
'++

余名行政执法人员作预

防职务犯罪法制教育讲座$干警以

'学习刑法知识!远离职务犯罪(为

主题!结合典型案件!分别讲解了

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渎职犯罪罪

名!并对行政执法人员职务犯罪的

原因进行分析$

!王青华"

宣城宣州 安徽省宣

城市宣州区检察院近日组织全体

司法警察开展集训活动$此次训练

内容包括队列&擒敌拳&警棍术&防

暴队形及体能训练等 ! 严格按照

)全省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大练兵大

比武活动实施方案 % 要求有序开

展$旨在提升法警应对处置突发事

件的能力$

!张志勇"

石嘴山 宁夏回族自治

区石嘴山市检察院近日通过手机

短信平台&微博&内外网&

-./

大屏

滚动宣传等方式!深入开展国家秘

密法实施宣传教育活动$ 据悉!该

院狠抓全体干警保密教育培训工

作!按季度组织保密学习 !开办保

密讲座!充分利用检察内网进行保

密知识学习!并组织干警观看失泄

密典型案例!干警的保密观念得到

进一步提高$

!陈向东 马君燕"

普定 近日! 贵州省普定

县检察院组织干警到化处镇焦家村

小学开展'关爱儿童&献爱心&送温

暖(活动$该院干警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结合典型案例!为同学们讲解相

关法律知识!引导他们增强法律意

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 远离违法犯

罪!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好学生$

!李敏灵"

横峰 江西省横峰县检察

院近日成立了预防职务犯罪宣讲

团$ 宣讲团成员由具有一线丰富办

案经验和宣讲经历的
)$

名业务骨

干组成!不定期进机关&进企业&进

乡村&进学校&进社区!开展预防职

务犯罪警示教育和法制宣传! 教育

引导社会公众遵纪守法!拒腐防变$

!赵双琴"

魏县 河北省魏县检察院

日前与该县民政局共同制定了)关

于加强刑事被害人救助衔接工作

的实施意见%$)意见% 规定对于符

合城乡低保等社会救助条件的刑

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该院可协调

民政部门将其纳入救助范围!并要

求公诉部门及时向控申部门通报

移送需救助的刑事被害人相关信

息和材料$

!郭强"

孟津 河南省孟津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校园法制宣传教育活

动$该院干警围绕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犯罪预防&健康成长等内容!向

孩子们传授自我保护&远离违法犯

罪的法律和生活常识$该院还建立

了未成年人法律知识咨询
00

群

和微信圈!对学生及其父母提出的

有关问题予以答复$

!荆轶"

西安碑林 陕西省西

安市碑林区检察院近日开展以'强

化保密意识!规范执法行为 (为主

题的保密宣传活动$ 活动期间!该

院保密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干警参

加保密形势集中学习!举办专题讲

座!各科室还以新保密法明令禁止

的
)(

种严重违规行为及其法律责

任为内容!组织干警学习讨论$

!赵 "

团风 湖北省团风县检察

院送法进校园教育宣讲团日前走进

该县思源实验学校&县实验小学&团

风镇团风小学! 分别为学生们上了

法制安全教育课 $课后 !宣讲团成

员还向同学们赠送了)中小学生预

防犯罪手册*青春堡垒%&)中小学

生安全自救手册*生命之光%等系

列图书!教育学生遵纪守法$

!钟炳辉 徐凤翔"

灵山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

山县检察院副检察长近日与该院

'检察官说法(团队到该县人口和计

划生育局作预防职务犯罪宣讲$该

院副检察长结合相关案例!解读了

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等罪名!剖

析了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和危害!

提醒与会干部警钟长鸣!防微杜渐$

!覃杰 黎涓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