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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万载县泰源花炮厂! 你单

位生产! 销售不合格爆竹案经

我局审理" 拟给予你单位以下

行政处罚#

!

!责令停止生产!销

售不合格的$电光全红炮%&

"

!处

罚 款 计 人 民 币 贰 万 叁 仟 元

'

"#$$$%$$

( 整) 因你单位拒收

'湘慈 (质监罚告字 *

"$!&

+

"

号

,行政处罚告知书-" 现公告送

达"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

日

内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二条的规

定 "你 '单位 (有陈述申辩的权

利.申请举行听证的权利'根据

,湖南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

定-第七条"申请听证仅适用于

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对

法人或其它组织处
"

万元以上

罚款或对公民处
!$$$

元以上罚

款的案件()你'单位(可于本公

告送达之日起
#

日内向本局进

行陈述申辩"如符合听证条件"

于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

日内提

交听证申请" 逾期视为你 '单

位(放弃上述相应权利)

湖南省慈利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

年
%

月
!%

日

铜川印台
'

月
"&

日"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检察院检

察官深入辖区红土镇"开展以/依

靠群众惩治职务犯罪"公开检务强

化自身监督%为主题的举报宣传周

活动)检察官以宣传检察机关查办

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为重点"大力

宣传举报线索的受理.办理.答复

等工作流程"鼓励群众通过法定程

序反映违纪违法问题)

!向明杰 尹一然"

施秉
'

月
"#

日" 贵州

省施秉县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

第
!'

个/举报宣传周%活动之际"

到县城中心花园开展 /依靠群众

惩治职务犯罪" 公开检务强化自

身监督%为主题的举报宣传活动)

该院干警向市民宣传举报方式及

相关法律知识" 为群众发放各类

宣传资料"并现场接受法律咨询)

!廖仁君"

莆田涵江 福建省

莆田市涵江区检察院近日组织法

制宣传队干警深入辖区各中学 "

积极开展/检校共建和谐校园%主

题宣讲活动)活动中"该院将青年

干警撰写的,检察官手记 -和 ,致

家长的一封信-发放到学生手中"

并为他们讲解与未成年人相关的

法律法规)

!苏鹏"

临桂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临桂县检察院日前采取多种形式

开展举报宣传周活动) 该院通过

案例展览.播放反腐微视频.张贴

宣传挂图.发放宣传资料.接受群

众咨询和当面接受举报等方式 "

与群众面对面交流" 同时组织干

警为当地领导干部作预防职务犯

罪法制宣讲)

!李胤 唐晓萍"

吉安青原 江西省

吉安市青原区检察院近期在干警

中开展征集/格言警句 %活动 )干

警们结合自身工作.思想实际"将

对检察工作. 队伍建设等方面的

所感所悟以格言警句形式表达出

来" 由该院文化育院领导小组选

出好的格言警句" 装裱悬挂于走

廊" 在全院营造独具特色的检察

文化氛围)

!刘立军"

遵化 在第二批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河北省

遵化市检察院积极开展/走农户.

办实事.做群众的贴心人 %活动 )

日前" 该院组织干警来到该市石

门镇"入户和农民面对面交谈"了

解涉农法律问题"倾听群众心声"

根据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有针对

性地开展涉农检察工作)

(

刘子珍 李长生
)

定陶 山东省定陶县检

察院日前与该县教育局联合制定

出台了,/校园巡回检察 %活动试

点工作方案-) 根据方案要求"该

院将选派经验丰富的检察官担任

辖区中小学校园巡回检察联络

员"通过共建法制教育基地.开设

法制教育课程. 组织模拟法庭等

方式"对中小学生进行法制教育"

积极构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社会

化体系" 努力打造未成年人成长

绿色通道)

!张皓然 李娟"

洋县
'

月
"*

日"陕西省

洋县检察院在该县开明寺广场开

展以 /依靠群众惩治职务犯罪"公

开检务强化自身监督%为主题的举

报宣传周活动)干警们悬挂案例图

片展牌 "发放宣传资料 "现场解答

群众的法律疑问" 教育群众知法.

守法.用法.护法"引导群众正确举

报)

!王保平 王铎"

大埔
'

月
"&

日"广东省

大埔县检察院组织监察室.案件管

理科. 技术科对各业务科室今年
!

月至
*

月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主要

案件指标进行排查"并与统计系统

中的业务数据进行比对"查找违规

线下办理案件.信息填录不规范等

问题 )通过排查纠错 "以确保统一

业务应用系统规范使用)

!刘祥史 邓志妮"

铜陵
'

月
"&

日"安徽省

铜陵县检察院干警携带音频资料

和宣传材料" 利用流动宣传车"先

后深入该县
+

个乡镇"围绕群众关

心的热点问题"重点对党和国家关

于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方针政策和

法律法规.举报工作制度与举报的

方式方法等内容展开宣讲)

,

汪洋 鲍迎胜
-

阳谷
'

月
"#

日"山东省

阳谷县检察院联合该县国税局参

观廉政教育警示基地)在听完讲解

员解说基地内展示的案例后"检税

双方领导结合各自分管工作与参

观基地后的体会进行了现场交流)

参观结束后"双方还将写出心得体

会 "开展有奖征文活动 "强化警示

教育效果)

!胡美玲 贾伟"

恭城 广西壮族自治区恭

城县检察院日前出台了 ,实行案件

终身负责制的实施意见-"规定办案

质量责任不受办案人员职务变动.

岗位调整的影响) 案件质量终身负

责制是指对所办案件的事实. 证据

定性和程序负最初责任" 包括错案

负责人应承担责任的内容和责任追

究"即按照内部业务分工"案件在哪

个环节"责任就在哪个环节)

!刘珊珊"

天水麦积 甘肃省天

水市麦积区检察院近日邀请专门

技术人员"对该院反贪.反渎.技术

等部门干警开展特种装备操作培

训)技术人员通过细致讲解和实际

操作演练"让干警们全面了解了侦

查技术装备的性能"使干警掌握其

功能和使用方法"为今后办案提供

了坚强的技术后盾)

!杨妹"

沅陵 湖南省沅陵县检察

院创新检察工作理念" 注重刑事申

诉风险告知)近日"该院专门制作了

刑事申诉风险告知书" 列明刑事申

诉管辖范围.受理条件.立案条件"以

及受理审查后可能出现不予立案.

不予抗诉.抗诉后维持原决定.不予

赔偿等具体情形和法规条款) 该告

知书将在当事人申诉时予以发放)

!张清彦 鲁军权"

龙泉 浙江省龙泉市检察

院工业园区检察室近日建立并实

行了/检企联系牌%工作制度)检察

室干警利用 /检企联系牌 %公布联

系电话.工作职责"同时深入企业"

宣传检察机关的受案范围.立案标

准.举报须知.检察室工作职责等"

并现场开展法律咨询"积极服务企

业发展)

!季炳荣"

纳雍 贵州省纳雍县检察

院近日与该县国税局联合召开税

检共建职务犯罪防控机制推进会)

会上 "双方共同签订了 ,关于在国

税系统进一步做好预防职务犯罪

工作的实施意见-" 决定在税务局

局域网开设专栏"进行预防职务犯

罪宣传"同时组织税务干部举办廉

政建设漫画展)

!刘凯"

扬州邗江 江苏省扬

州市邗江区检察院近日联合该区

公安分局 . 司法局 " 在社区矫正

管理教育服务中心分批次对
#$$

余名社区矫正人员开展集中教育)

该院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

针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健康问

题进行教育引导 " 鼓励他们树立

积极健康的生活心态 " 争取早日

重返社会)

!王锦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