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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什克腾
!

月
"#

日!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检察

院"美丽克什克腾!法律伴您同行#

大型法律宣传活动拉开帷幕$干警

在游客较多的乌兰布统草原%达理

湖畔和阿斯哈图石林景区!为游客

们发放&旅游者维权手册'!并就游

客%当地旅游从业者关心的法律问

题进行了解答$

!杨丹丹"

瓜州
!

月
"$

日!甘肃省

瓜州县检察院制订出台&党风廉政

建设问责制度'$今年以来!该院通

过修订完善岗位目标管理制度等

措施 !规范执法办案行为 !着力提

升机关效能!重点解决部分干警中

效率不高 %作风松懈等问题 !并结

合检察工作实际!制订贯彻落实问

责制度的具体措施$

!刘晓梅 张伟"

高唐
!

月
%&

日!山东省

高唐县检察院对新招录的
'

名司

法警察进行业务% 警务技能培训!

重点为法警讲解工作职责%检察业

务知识!并对擒拿格斗和警械具使

用等进行演示培训!旨在增强他们

的履职能力!帮助其尽快适应检察

工作$

!韩俊梅 许庆国"

洛南 陕西省洛南县检察

院近日派出督查组深入辖区
%$

个

乡镇 !到群众家中走访 !对该院近

期开展的检察机关执法公开宣传

活动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 今年以

来!该院将执法公开宣传活动作为

一项重要工作! 先后派出干警
%%(

人次深入该县
)*+

个行政村!向群

众发放执法宣传手册!并开展法律

宣传活动$

!赵亚军"

蕉岭 广东省蕉岭县检察

院日前在该县广播电视台的协助

下 ! 拍摄完成了检察文化宣传片

&文化之花别样红'$该宣传片采用

纪实拍摄手法 !分 "理念文化焕活

力 (%)廉政文化塑风貌 (%"检察文

化植民心(三大版块!多角度%多层

次反映了该院的检察文化建设开

展情况$

!徐小红"

新建 江西省新建县检察

院民行科日前对
,-".

年至今年
/

月所办结的民事行政检察案件进

行案卷质量自查$在民行科干警对

整个案卷进行 "一案一表 (检查的

基础上!该院的"小专家组(还将对

案卷进行二次复查!发现问题及时

形成整改意见!并督促改正$

!李琼"

青龙 河北省青龙县检察

院近期突出查办和预防发生在群

众身边 % 损害群众利益的贪污贿

赂% 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特

别是可能引起群体性事件和集体

访案件* 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执法不

严 %司法不公问题 *并以开展法律

宣传进乡村%进校园活动和下访巡

访活动为载体!努力将矛盾隐患化

解在基层$

!王凤海 翟立娜"

赫章 贵州省赫章县检察

院近日与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强

化预防犯罪 %检察建议 %行贿犯罪

档案查询等工作! 规定在招标%指

定药品销售点%人员招录等工作中

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并把查询

结果作为准入的必要条件$

!付健"

镇江开发区 江苏

省镇江市经济开发区检察院日前在

当地高新技术企业集聚的丁卯科技

新城技术研发区设立 )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站(!选派)知识产权犯罪办

案小组(干警值勤!与南京大学法学

院共同开办)专利门诊(!定期走访

服务新城企业! 解答知识产权法律

法规!帮助企业防范专利侵权$

!丁智"

泾源 宁夏回族自治区泾

源县检察院近日举办消防知识专

题讲座!邀请该县消防大队参谋长

为干警授课$授课人以多媒体课件

教学的方式!运用大量图片%视频!

着重从火灾的起因与处理%逃生的

方式与技巧%灭火器的分类与使用

等方面! 向干警进行详细讲解!警

示大家高度重视消防安全!不断增

强安全意识$

!胡秀清"

酉阳
!

月
%/

日!重庆市

酉阳县检察院召开新进人员集体

谈话会$该院检察长在会上提出要

求 !希望新进人员保持锐气 %戒除

浮躁!以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投入

到工作中* 树立终生学习理念!善

于思考!多干实事*严格遵守办案%

保密%工作纪律!做到廉洁从检$

!赵培圭"

涟源
!

月
%&

日!湖南省

涟源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科干

警在当地第九届村民委员会换届

选举完成之际!来到该市蓝田街道

办事处!对
,--

余名新任村官进行

预防宣传! 通过看警示教育展%观

警示教育片 %听预防教育课 %开专

题座谈会等形式!切实提高新任村

官的法律意识$

!张虹"

遵义县
!

月
%%

日 !贵

州省遵义县检察院组织该县四大

班子主要领导 !各科局 %镇乡正科

级以上领导干部到县法院刑事审

判庭观摩职务犯罪案件庭审!以观

摩的形式!为旁听人员上了一堂生

动的职务犯罪预防课!警示他们时

刻保持清醒头脑!树立为民%务实%

清廉的人民公仆形象$

!陈坚"

石嘴山大武口 宁

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检察院日前组织全院人员签订&保

密承诺书'! 要求大家认真遵守保

守国家秘密的相关法律法规 ! 不

以任何方式泄露所接触和知悉的

国家秘密 $ 该院还规定 ! 新上岗

人员必须在岗前参加政工部门组

织的保密培训 ! 并及时签订保密

承诺书$

!张剑 潘慧"

磐石 吉林省磐石市检察

院职务犯罪预防局检察官近日到

磐石中储粮直属库上了一堂以)廉

洁奉公 %忠于职守 !树立良好职业

形象 !预防职务犯罪发生 (为题的

法制课$授课检察官采用多媒体形

式!重点分析了几年来国有企业职

务犯罪典型案例!为听课人员敲响

廉洁警钟$

!郜邶"

费县 山东省费县检察院

近日召开人民监督员座谈会!就国

电费县有限发电公司贪污贿赂窝

案接受监督评议$该院检察长向人

民监督员通报了国电费县发电有

限公司窝案办理情况!人民监督员

对该院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诚意

以及案件质量与效果给予高度评

价!并对加强查办职务犯罪工作提

出了意见建议$

!冯玉晓 殷静"

唐山开平 河北省唐

山市开平区检察院日前开展以)践

行群众路线 !接受人民监督 (为主

题的)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群众代表

等来院参观交流$参加活动人员认

为此次检察开放日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 !并对该院在服务民生 %维护

民权%保障民利方面取得的成绩给

予高度评价$

!周宝明"

扶风 陕西省扶风县检察

院案管办近日创建律师阅卷网络预

约平台!并与该县司法局制定&律师

阅卷规定'$律师可通过该院门户网

站提供的邮箱%

00

等方式预约阅

卷时间! 案管办将第一时间联系办

案人安排阅卷事宜! 并以短信和电

话的形式及时告知律师阅卷时间$

!侯伊君"

平和 福建省平和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干警到学生较多的地

点开展)暑期打工防骗(宣传活动$

干警们向过往学生发放&暑期打工

防骗手册'! 为他们讲解近年来全

国各地发生的学生打工被骗案例!

并就劳动合同法中的部分内容进

行宣讲!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

!王淑芳"

含山 安徽省含山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破坏环境资源和危害

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

活动!干警先后前往该县森林公安

分局 %国土局 %农委 %环保局 %市场

监督管理局等单位! 通过座谈%查

阅案卷等形式 ! 对上述单位
1-%.

年度及今年上半年所办的执法案

件进行专项检查!重点排查有案不

立%有案不移等情况$

!黄宁 王同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