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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河 山东省齐河县检

察院近日走访慰问了驻该县人

大代表!并通过召开座谈会"发

出 #致人大代表的一封信 $和

#检察工作征求意见函 $ 等形

式! 加强与各级人大代表的联

络工作! 增强代表对检察工作

的了解!自觉接受代表监督%

!姜浩 魏倩"

彭州 四川省彭州市检

察院日前召开人大代表座谈

会!通报上半年检察工作&与会

的
!"

名代表认为!该院上半年

工作特色突出! 在成都地区率

先建立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接机制!维护社会稳定'打击

职务犯罪" 构建公平公正的法

治环境成效显著&

!李方华 宋彭花"

南宫 河北省南宫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郭京发近日带

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

督员等
#

人对该市检察院反渎

职侵权检察工作进行专题调

研& 调研组实地查看该院办案

工作区" 听取该院检察长杜家

明作工作汇报后! 给予充分肯

定! 并从加强渎职侵权举报宣

传" 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度等方

面提出了意见建议&

!张立宏 赵义仓"

道真 贵州省道真仡佬

族苗族自治县检察院近日主动

邀请
$%

名县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和人民监督员召开座谈会 !

请代表委员就改进工作作风 "

反对(四风)问题等为检察工作

(挑刺)!征求对检察队伍建设'

检察职能履行等方面的意见和

建议&

!刘玉国"

会昌 江西省会昌县政

协主席刘为民近日批示肯定了

该县检察院呈送的 *

&%'(

年惩

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分析报告$!

充分肯定该院惩治和预防职务

犯罪工作成效! 建议该院提高

查处案件的警示作用%近年来!

该院积极做好职务犯罪预防工

作! 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法律保障%

!郑弗军"

洛阳西工 河南省洛

阳市部分市人大代表近日到西

工区检察院视察青少年法制教

育基地% 代表们对该院预防青

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予以肯定 !

就进一步开展好此项工作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

!段维鲁"

陇南 甘肃省陇南市检

察院日前邀请
"

名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 对该院提起公诉的

被告人王某贩卖' 运输毒品一

案进行庭审观摩% 代表委员对

检察机关的各项工作表示肯

定! 并从深化检务公开' 加强

联系代表委员等方面提出了建

议%

!曾康"

灌云 江苏省灌云县检

察院近日邀请
)

名人民监督员

会同案管部门对今年以来的部

分侦监'公诉'民行案件案卷进

行评查! 并对
*

件不捕案件逐

案回访! 重点了解犯罪嫌疑人

思想动态'社会表现!充分听取

被害人的诉求和意见! 做好释

法说理和安抚工作! 有效避免

了因执法办案而引发新的社会

矛盾%

!赵新华 范玉兵"

浦江 浙江省浦江县检

察院近日邀请人大代表参加座

谈会!听取该院上半年检察工作

汇报!代表对该院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就检察工作创新发展提出

了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强化法律

监督' 加强自身建设等意见建

议!并要求该院进一步提高工作

水平!提升检察形象%

!彭文芳"

沅陵 湖南省沅陵县检

察院近日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

委员参加一起拟不起诉案件公

开听证% 代表们通过听取各方

发言'提出询问!当场对犯罪嫌

疑人进行了法制和道德教育 !

并赞同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

不予起诉的决定%

!张清彦 陈俊龙"

中江
+

月
,#

日!四川省

中江县检察院举办全县政法系统

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 ! 该县法

院'公安局'司法局中层以上干部

参加%该院检察官以(重预防促廉

洁!强法治筑和谐)为主题!结合近

几年检察机关办理的政法系统典

型案例!以案释法!让政法干警深

刻认识到职务犯罪的危害性和预

防职务犯罪的重要性%

!曹纯建"

灌南 江苏省灌南县检

察院结合办理的销售假药案!近日

向该县药监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

议该局对辖区内药店所经销的药

品加大监管力度!对于在检查中发

现的构成犯罪的销售假药行为!及

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以避免出现

以罚代刑的现象%该县药监局收到

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组织工作人

员进行了集中学习!并针对监管中

出现的漏洞及时进行了填补%

!韩月兰"

平罗 今年以来! 为推进

(两法衔接)工作!宁夏回族自治区

平罗县检察院建立' 完善和推行了

联席会议'信息通报'双向培训等常

规衔接制度!并对技术人员'该县行

政执法单位分管领导和业务骨干进

行了信息共享平台软件应用培训!

保证了衔接工作的顺利进行%

!杨丽"

高青 山东省高青县检

察院近日与该县广播局签订合作

协议!开设全年性普法栏目*高青

检察$!向县域群众介绍检察职能'

普及法律知识' 通报检察动态'展

现干警风采! 讲解贴近群众生活'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和教育意义的

典型案例!以提高群众对检察工作

的认知度%

!何恒 于锐"

息烽 贵州省息烽县检

察院制作的预防职务犯罪微电影

*抉择$近日摄制完成%该片主要讲

述的是预防科长张三平时工作兢

兢业业!但当自己老婆的弟弟涉嫌

行贿后找到自己帮忙时 ! 深感为

难!正犹豫不决时得到了老婆的理

解和支持!最终作出了秉公执法的

正确抉择%

!邱艳 刘永桦"

新蔡 河南省新蔡县检

察院近日与该县法院会签了*关于

加强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的

若干意见$! 对检察院对审判人员

违法行为开展监督的线索来源'监

督范围'调查核实措施等均作出明

确规定%此举旨在进一步加强对审

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保护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程映霞"

宜昌西陵 湖北省宜

昌市西陵区检察院党组近日召开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

会%会上!党组成员围绕(四风)问

题!开展相互批评一针见血'辣味十

足!开展自我批评诚恳实在'具体深

刻!起到了警醒和排毒的作用!受到

市委督导组的充分肯定%

!徐风暴"

科右前 内蒙古自治区

科尔沁右翼前旗检察院预防职务

犯罪讲师团近日深入该旗科尔沁

镇政府!为镇'村及社区两级干部

宣讲预防职务犯罪相关法律法规%

讲师团将法律知识和发生在身边

的案例相结合!制作了
--.

课件!

详细讲解了检察职能以及关于职

务犯罪方面的法律知识%

!陈青玉 连冬明"

新晃 湖南省新晃县检

察院近日与县委组织部'县委党校

制定出台了*关于开展预防职务犯

罪警示教育工作进党校课堂的实

施意见$% 该意见明确了警示教育

工作的内容'教学形式!规定党校

各级干部'公务员进修班和培训班

增开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课%检

察官将为每期培训班安排一堂警

示课!以提高学员廉洁自律意识%

!郭显明"

于都 江西省于都县检察

院近日召开检察理论研讨点评会%会

上!参评调研文章的作者首先介绍了

文章写作思路'文章结构等!随后各

科室负责人对参评的
/,

篇调研文

章逐一进行点评!并提出修改意见!

最后由评委团现场选出优秀文章!

评出一二三等奖!并予以奖励%

!邱斌 刘文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