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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国
!

月
"#

日!安徽省

宁国市检察院举行"执法执纪监督

员#聘任仪式$

#

名该市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被聘任为该院&执法执纪

监督员#! 他们将从事案件跟踪监

督%检察专题调研%干警违法违纪

情况反映等工作$此举是该院强化

外部监督%促进公正廉洁执法的又

一举措$

!李再娟"

平武
!

月
"#

日! 四川省

平武县检察院检察官应邀来到该

县人民医院!为医护人员作主题为

&加强廉洁从医教育! 筑牢反腐思

想防线# 的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

座$检察官结合全国卫生医疗领域

职务犯罪的典型案例!剖析了卫生

医疗领域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并

在教育%制度和监督等方面提出了

预防建议$

!徐毅龙"

麻阳
!

月
"!

日! 湖南省

麻阳县检察院邀请党校学员走进

检察机关!带领他们实地参观检务

接待大厅% 办案工作区等区域$该

院干警还以&珍惜自我%守住底线!

自觉预防职务犯罪#为题!为学员

详细讲解了职务犯罪的概念 %种

类!提醒他们强化自律意识!远离

职务犯罪$

$

刘瑞璇
%

克拉玛依白碱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白

碱滩区检察院近日组织全体干警

开展&执法理念再教育#专题讨论

活动$讨论中!干警们深入查找自

身在执法办案%日常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分析原因和根源!通过反省

自身%立查立改!规范执法办案!努

力让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

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王义娣"

南京溧水 江苏省南

京市溧水区检察院预防科检察官

近日走进该区
&'"(

年度第一期科

级干部轮训班!为
#''

多名科级干

部授课$ 检察官结合典型案例!从

当前反腐形势%预防职务犯罪的重

要性%常见职务犯罪的类型等方面

进行讲解! 提醒干部们远离犯罪!

为辖区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

!李小斌 王慧敏"

高青 山东省高青县检察

院近日举行预防职务犯罪志愿者

聘任仪式$该院经过志愿者所在单

位%县纪委的审核把关!最终从当

地机关%企事业单位%乡镇中选出

('

名符合条件的志愿者$这些熟悉

本单位工作特点的志愿者将成为

检察院在社会范围内预防职务犯

罪的辅助力量$

!杜海林"

栾川 自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河南省栾川

县检察院坚持执法为民 % 服务民

生!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检察

工作的重要标准$截至目前!该院

已开展巡回便民法律宣传
&&

场

次!解决群众诉求
)#

件!先后立案

侦查征地拆迁%支农惠农%新农村

建设等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
*

件

"'

人$

!张优"

涞水 河北省涞水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全体干警到河北省太

行监狱接受警示教育$干警们参观

了罪犯的劳动场所!听取了服刑人

员的现身说法!并观看了警示教育

纪实片!受到直观%生动的反腐倡

廉教育!干警的遵纪守法意识得到

了进一步提高$

!廖志刚 勾宪刚"

泾源 宁夏回族自治区泾

源县检察院近期对该县公安机关

上半年办理的刑事案件中涉及&另

案处理# 的案件进行了专项检察$

此次检察重点查看案件适用&另案

处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对&另案

处理# 案件的法律监督是否到位!

着重纠正有罪不究% 以罚代刑%另

案处理程序违法违规等问题$

!鄢智勇"

三原 陕西省三原县检察

院近日联合该县法院%公安局召开

刑事案件质量联席会议$ 会上!与

会各方就刑事案件证据的合法性%

唯一性%真实性%各种刑事案件证

据标准!以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

会调查%法制教育方式等问题进行

讨论!并达成共识$

!梁小锋"

山丹
!

月
"#

日!甘肃省山

丹县检察院在第五届焉支山旅游

文化艺术节开幕之际!组织干警开

展送法进景点活动$ 该院干警悬挂

宣传条幅 !展示宣传板 !向过往群

众发放印有检察机关受案范围%立

案标准%举报须知和职能作用等内

容的法律宣传手册!并解答群众法

律咨询
)&

人次$

!石文纲"

武城
!

月
"!

日!山东省武

城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应邀到当地

看守所!结合近几年来发生在监管

场所的典型案例!围绕监管领域容

易发生犯罪的环节!为监管民警上

了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 授课人

还通过展示廉政漫画展板%播放警

示教育专题片等形式!提高监管民

警的&免疫力#$

!马泽友 孙悦"

唐山开平 河北省唐

山市开平区检察院近日组织该区

工信局 %质监局 %物价局等行政执

法部门中层以上干部到唐山冀东

监狱接受警示教育$ 他们观看了腐

败典型案例图片展览! 听取了
)

名

职务犯罪服刑人员的现身说法!心

灵受到了强烈震撼! 纷纷表示!要

引以为戒!远离犯罪$

!周宝明 于清学"

长乐 福建省长乐市检察

院近日推出&四见面#制度!即案件

受理后 !及时与申诉人见面 !摸清

申诉人的真实意图 '立案后 !与申

诉人见面!告知办案程序及相关权

利义务 ' 案件复查终结作出结论

前 !与申诉人见面 !征询申诉人对

案件复查% 处理的意见和建议'复

查终结决定作出后 ! 与申诉人见

面 !予以当面答复 !并有针对性地

做好息诉工作$

!周琦 高永秀"

苍溪 四川省苍溪县检察

院近日从事实认定% 证据采信%调

查取证%办案期限%引用法律条文%

案件讨论程序等方面!对各业务部

门
&'")

年
""

月
&!

日至今年
+

月
&!

日

期间所办理的各类刑事案件和职

务犯罪案件进行评查!并形成评查

报告$

!王洪录"

南郑 陕西省南郑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以 &依靠群众惩治犯

罪 !公开检务强化自身监督 #为主

题的举报宣传周活动$ 为确保活动

效果 !该院召开了专门会议 !制定

了详细的活动方案!成立了以检察

长为组长的活动领导小组!组织干

警进村组 %进社区 %进企业 %进校

园 !与群众面对面交流 !扩大举报

宣传的覆盖面$

!王亚凤"

襄阳樊城 湖北省襄

阳市樊城区检察院近日成立案件

质量评查小组 !制定了 (案件质量

评查方案 )和 (案件质量评查表 )!

将于每季度对不立案% 不批捕%不

起诉%法院判处无罪等案件进行质

量审查!重点查看业务部门审结的

案件是否按办案流程办理!案件事

实认定%法律适用是否正确等$

!朱行行"

滁州南谯 近日!安徽

省滁州市南谯区检察院为留守儿

童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 该院与学

校 %留守儿童活动室携手 !结合留

守儿童年龄 % 心理和生活环境特

点 !采用看动画 %讲故事等生动活

泼 %易于接受的形式 !为留守儿童

普及相关法律知识$

!丁黎"

寻乌 江西省寻乌县检察

院日前组织检察官开展"群众满意

千里行*活动$ 该院干警深入群众!

全方位听诉求%察民情%解民忧$ 今

后还将陆续开展 &检察开放日 *%

&检察进乡镇%进社区%进企业巡回

宣传 *%&案件质量评查 *%&法庭庭

审观摩*等活动$

!黄俊林"

邵阳 湖南省邵阳县检察

院检察官近日受该县卫生局邀请!

在 &纠正医疗卫生方面损害群众利

益行为纪律%法制教育*培训班上作

职务犯罪预防专题讲座$ 授课检察

官从什么是职务犯罪% 如何预防职

务犯罪% 与医疗卫生系统有关的职

务犯罪罪名等方面进行讲解! 并结

合相关罪名%法条!与参会医务工作

人员进行交流和探讨$

!任杨 唐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