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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川
!

月
"

日!甘肃

省张家川县检察院召开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

会" 会上 ! 该院党组和班子成员

作了对照检查 ! 干警们也坚持以

#红红脸$ 出出汗$ 排排毒$ 治治

病% 为标准 ! 敢于直言不讳 $ 直

面矛盾 $ 直奔主题 ! 达到了预期

的教育整改目的"

!王映林"

太白
!

月
#

日! 陕西省

太白县检察院以&太白检察一周一

讲% 为依托开展廉政文化教育!组

织干警观看廉政片$ 读廉政书籍$

写廉政文章!同时要求每位干警向

院图书室推荐一本廉政教育书籍

和勤政廉政座右铭!以增强干警自

我约束和抗腐蚀能力'

!张亚红"

滁州南谯 为增强辖

区基层工作人员依法组织$开展换

届选举工作的责任意识 ! 确保村

&两委%成员换届顺利进行!近日 !

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检察院预防

部门干警来到辖区沙河镇!为当地

群众发放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

宣传手册!对镇$村干部进行警示

教育*

!郭道华"

静海 天津市静海县检察

院日前与该县法院召开联席会议!

就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作为

特殊量刑证据达成共识*检法双方

一致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为特殊量

刑证据应当作为检察机关捕与不

捕,诉与不诉以及提出适用缓刑等

量刑建议提供必要参考!以最大限

度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

!赵明空 李红军"

交口 山西省交口县检察

院近日与该县卫生局$人民医院建

立了办案医疗保障协作机制*根据

该机制!医务人员将指导检察院在

办案区配备必要的医疗急救设备

和药品!医院还要对办案人员进行

急救知识培训!切实提高干警应对

紧急状况的能力*

!陈文斌 许霞"

田东 广西壮族自治区田

东县检察院日前在该县中心广场

大屏幕开设了&检察之窗 %法律宣

传专栏! 宣传检察机关工作职能$

贪污贿赂案件立案标准$渎职侵权

案件立案标准等!并播放预防职务

犯罪公益广告$警示教育片 !以增

强群众对检察工作的认知度*

!梁孙弟"

龙岩新罗 今年以来!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检察院立足

本地实际!将普法宣传侧重于法制

教育薄弱的民工子弟学校$民办学

校和外来人口聚居的社区$ 农村!

联合该区青少年教育基地!在学校

专门设置青少年犯罪预防和安全

教育专栏!并建立在校生犯罪预警

工作制度及双向通报制度*

!李葳"

同心 宁夏回族自治区同

心县检察院近日召开案件质量评

查报告对比通报会!将今年上半年

开展的三次案件质量评查报告进

行了对比!重点对重复出具法律文

书$笔录制作和卷宗装订不规范等

问题进行通报*该院检察长提出要

求!希望彻底纠正和解决通报中指

出的问题!杜绝类似问题 !提升案

件质量*

!杨娇媛"

谷城 湖北省谷城县检察

院反渎局近日就非法证据排除问

题!对
$%&%

年以来办理的
'%

余件

渎职案件进行了全面梳理!认真研

究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当前反

渎执法办案带来的挑战 ! 仔细排

查在实践操作中是否存在犯罪嫌

疑人$ 被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滥

用非法证据的问题 ! 以切实保障

规范执法! 提高干警办案能力*

!张峻 刘栋"

泗阳 江苏省泗阳县检察

院近日出台检委会委员听庭评议

制度! 规定检委办负责牵头听庭

评议! 每年不少于
&%

次! 除检委

会委员外 ! 根据案情 ! 还可邀人

大代表 $ 政协委员 $ 人民监督员

等听庭评议 * 针对案件办理环节

中的具体问题 ! 由检委会委员进

行专题研究 ! 建立典型案例库 !

最终形成对类案工作的综合性指

导意见*

!李清华 赵大旺"

中江 四川省德阳市人

大常委会日前对中江县检察院

贯彻实施修改后刑诉法及刑事

检察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

调研组对该院在落实修改后刑

诉法新规定$ 严厉打击刑事犯

罪$ 推进依法治县等方面的工

作给予肯定! 并从强化程序意

识$ 强化监督能力$ 强化队伍

素质等方面提出建议*

!赖莉"

义乌 浙江省义乌市人

大常委会日前专题听取了该市

检察院检察长彭中关于上半年

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 在充分

肯定该市检察机关紧密围绕义

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 强

化法律监督 $ 维护公平正义 $

保障群众权益等方面所取得的

成效的同时! 就进一步深化检

察改革$ 提高执法公信力和队

伍战斗力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张晓东"

奇台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奇台县检察院近日邀请
(

名

人大代表和人民监督员等! 对

该院今年以来办理的
!%

余案

件进行质量评查! 重点查看法

律文书是否完整$ 规范! 案件

程序及办案期限是否符合规

定! 适用法律是否准确等*

!黄海龙"

阳谷 山东省阳谷县检

察院检察长蒋文利日前主动上

门走访全国人大代表$ 新凤祥

集团董事长刘学景! 围绕检察

机关进一步为企业提供法律服

务保障进行交流! 并征求刘学

景代表对预防职务犯罪$ 执法

规范化建设$ 派驻检察室工作

的意见和建议*

!胡美玲"

瓜州 甘肃省瓜州县检

察院近日组织召开了 &如何做

好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 专题

研讨会! 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

委员 $ 人民监督员
$%

余人参

加* 代表委员对该院工作表示

肯定! 建议进一步加大对涉农

领域职务犯罪查处力度! 维护

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谢志伟"

贵港港北 广西壮族

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检察院班

子成员近日分别深入该区
"

个

乡镇 $

&

个街道和
&$'

个村

-社区.! 走访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 通报上半年检察工作情

况! 并就如何服务基层, 服务

群众等问题广泛听取代表委员

的意见和建议*

!蔡新根"

桐柏 河南省桐柏县检

察院近日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
&%

余人视察检察工作 !

并召开座谈会* 代表委员从做

好涉及民生领域的职务犯罪惩

防工作, 关注民生强化监督等

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

!周闻胜 郭冬冬"

武强 河北省武强县检

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吕新华

和其他党组成员通过走访人大

代表, 政协委员, 老党员! 先

后征得有关队伍建设, 作风建

设及阳光检察方面的意见建议

$!

条! 为深入整改奠定了坚实

基础*

!刘金英 张浩威"

大宁 山西省大宁县检

察院近日邀请
$&

名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到该院视察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情况 *

代表委员听取了专题汇报 ,查

看了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抽查

了院党组成员和部分干警学习

笔记! 对该院开展教育活动情

况给予肯定! 并对进一步加强

作风建设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张鹏"

永安 今年以来! 福建

省永安市检察院针对该市破坏

森林资源,非法采矿,畜禽无序

养殖造成水污染等环境问题!联

合国土, 水利等
&%

多个行政执

法单位开展河道水污染,畜禽养

殖污染,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盗

伐林木四个专项整治活动!取得

了明显成效!受到了该市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的好评*

!姜明光 谢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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