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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凤
!

月
"#

日! 陕西省

丹凤县检察院邀请该县消防中队

"

名负责人就防火"灭火"逃生"自

救等内容为干警进行消防安全知

识培训#培训结束后!干警们按照

规范要求!进行了现场演习!大家

纷纷表示!通过学习演练!掌握了

消防安全知识! 并对消防安全的

重要性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李晓疆 黄慧芳"

瓜州
!

月
"$

日 ! 甘肃

省瓜州县检察院组织干警开展以

%假如我是当事人&为主题的换位

思考活动! 要求干警在办案中要

找准聚焦点!查明案件事实!准确

适用法律!透彻分析法理!要带着

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办理案件 !怀

爱民之心!情系群众利益!切实转

变工作作风$

!张伟"

新野 河南省新野县检

察院近日举办%

%&'(

年度检察实

务与管理创新&研讨会$研讨会分

为刑事检察"侦查实务"管理创新

等部分$ 参与研讨的干警向评委

讲解了自己的研讨主题! 展示了

对检察工作的思考$ 与会评委在

讲评优劣的同时! 也提出了自己

对检察工作的建议$

!王九峰"

博乐垦区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博乐垦区检察院近日组

织法警进行法律知识学习"警务技

能培训及体能素质训练$此次培训

重点学习刑法"刑事诉讼法中的常

用法律法规及押解"看守的相关规

定!并对常用警械具的使用及抓捕

技能等进行培训! 还进行体力"耐

力等方面的体能训练$

!程守至 吴艳丽"

遵义汇川 贵州省遵

义市汇川区检察院近日开展案件

质量评查工作! 由该院案管办牵

头! 由各科室业务骨干组成案件

质量评查小组! 按照 %一案一评

查!一案一结论&的标准!从案件

实体"程序和法律文书等方面!对

该院今年上半年
)*#

件已结案件

进行检查"评定$

!汇检宣"

上海普陀 上海市普

陀区检察院石泉检察室近日派员

深入社区! 为中老年居民举办继

承法专题法制讲座$ 检察室干警

讲解了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

以及遗产处理等方面的法律问

题! 还现场解答了一些居民提出

的疑问!深受社区居民欢迎$

!张佳楠"

阳谷 山东省阳谷县检

察院近日召开预防职务犯罪志愿

者颁证大会!向选任的
++

名联络员

志愿者颁发了聘书$聘请预防职务

犯罪志愿者是该院构建预防职务

犯罪人民防线的一项重要举措$该

院将定期组织志愿者互通情况!实

现信息共享!以推动当地预防职务

犯罪工作深入开展$

!贾伟"

贵港港北 广西壮族

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检察院近日

召开党组会议!集体%会诊&班子

%四风& 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会

上! 该院检察长带头就领导班子

及其自身在%四风&方面存在的问

题进行自我剖析! 并逐条对照检

查%病因&!提出整改措施$

!蔡新根"

唐山路北 河北省唐

山市路北区检察院联合该区教育

局举办的%检向未来&工程启动仪

式暨%检校共建&活动挂牌仪式近

日在唐山市第十二高级中学礼堂

举行$%检向未来& 工程包括帮扶"

心理辅导"帮教"就业指导"检察官

札记五个主题!旨在将检察工作的

特点与未成年人教育保护工作结

合起来!构建办案"帮教"帮扶"感

化"预防五位一体的工作机制$

!杨莉洁 何柳"

六安金安 安徽省六

安市金安区检察院干警近日应邀

走进消防军营! 为该市消防支队

的
#,

余名官兵作了主题为%守好

人生的'防火墙(!打造廉洁铁军&

的法制讲座$ 讲座结合消防部门

工作特点! 提出要在消防行政审

批"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环节加

强监管!努力打造%阳光消防&执

法监督体系$

!杜军 余冉冉"

大名
!

月
%#

日!河北省

大名县检察院邀请该县医院急救

中心主任为全体干警举办急救知

识讲座! 内容包括在讯问过程中

如何应对休克"脑溢血"骨折 "心

脏病等突发状况! 并在现场进行

了人工呼吸" 胸部按压的实地演

练! 以进一步提高干警处理突发

事件的应变能力$

!窦晓喻"

宁津
!

月
%#

日! 山东省

宁津县检察院派驻柴胡店检察室

组织辖区镇" 村干部到该院检察

室警示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接受

警示教育!通过案例教学"播放警

示教育专题片" 学员座谈交流等

形式! 为基层党员干部筑牢拒腐

防变的思想防线! 提高防范廉政

风险的能力$

!董海徽"

永顺
!

月
%(

日!湖南省

永顺县检察院按照湖南省检察

院" 湘西州检察院的统一安排部

署!围绕%公平正义在侦监 &的主

题!开展了检察开放日$活动中 !

该院向代表们通报了
%&*)

年以

来侦查监督工作的开展情况 !并

详细讲解了侦查监督工作职能以

及办案流程$

!永检宣"

都匀 贵州省都匀市检

察院日前建立了合适成年人资源

库!从妇联"关工委"教育局"团市

委遴选了
*!

名合适成年人$为充

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提高

合适成年人的法律知识水平 !该

院还邀请公安局" 法院等部门对

合适成年人进行业务培训$

!杨加斌"

增城 广东省增城市检

察院警示教育基地日前迎来
$&&

名新入职村干部参观学习! 接受

法制宣传教育$ 自
%&*)

年下半年

以来!该院结合本地实际!充分发

挥监督和预防职能! 采取选前开

展法制宣传"选中介入监督"选后

廉政教育等形式! 积极开展专项

预防工作$

!增检宣"

洛川 陕西省洛川县检

察院近日根据延安市检察院 )关

于全市检察机关案件评查工作安

排*要求!制定了)案件质量评查

办法*!成立了办案质量评查领导

小组! 将
%&*)

年及
%&*(

年审结

的案件及时整理装订成卷! 从证

据收集+事实认定"办案程序等方

面进行评查$

!孙龙岗"

南乐
%&*)

年以来!河南

省南乐县检察院通过网络维权平

台以及开展联席会的方式! 为辖

区
)&&

余家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

开展法律服务$一年多来!该院建

立了民行检察联络站
)-

个!聘请

民行检察联络员
%.

名!成功调解

-

起非公企业民商事纠纷!为企业

挽回损失
),

余万元$

!闫伟东 王志广"

灌云 江苏省灌云县检

察院近日开展%进百村"走千户 "

访万民&检察大宣传活动!开展了

检察长接待"检察职能宣传"法律

咨询"受理信访举报等活动!以面

对面交流的方式! 向群众宣传检

察职能! 倾听他们对检察工作的

意见建议! 并现场解答群众生产

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

!焦庆勋 范玉兵"

天门 湖北省天门市检

察院近日被平安法治湖北建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授予%全省首批法治

创建活动示范单位& 荣誉称号$近

年来!该院认真贯彻落实)法治湖

北建设纲要*")推进法治天门建设

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积极参

与法治天门建设!深入开展各类普

法教育活动!为天门市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阳明权"

永安 福建省永安市检

察院在当地供电公司设立的检察

联络办公室近日正式揭牌! 并与

供电公司签订了 )关于加强检企

合作服务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今后!该院将通过召开分析会"走

访等形式! 听取供电公司对检察

工作的意见建议! 同时针对供电

公司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

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服务$

!姜明光 谢海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