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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 山东省胶州市检

察院日前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

委员等
!"

人"参加#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与青少年面对面座谈

会$" 与会人员对该院新建的

#预防青少年犯罪警示教育基

地$给予肯定"并对如何优化青

少年成长环境% 将该基地打造

成全市综合性青少年法制宣传

教育活动场所进行了探讨&

!丰建平"

宝鸡渭滨 今年以

来"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检察

院在办理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

中做到了'三沟通 $(办理前了

解代表提出建议的本意) 办理

中上门走访" 将建议涉及的法

律% 政策以及初步答复意见与

代表当面交流) 办理后及时提

醒代表查收并收集反馈意见*

!王维新"

凤台 安徽省凤台县检

察院近日举行了公诉案件 '听

庭评议$活动*该院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组成

'检务评议员$" 对一起群众关

注的受贿案件当庭观摩" 并就

公诉文书质量%出庭规范%举证

质证等进行综合评议" 同时就

如何提高公诉水平提出意见和

建议&

!石峰"

涟水 江苏省涟水县十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

次会议

近日听取了该县检察院检察建

议工作专项报告& 会议充分肯

定了该院扎口管理%跟踪监督%

异议复核等做法" 提出进一步

提高检察建议质量% 坚持质量

和数量并重% 将综合性检察建

议上升到制度层面等建议&

!王强"

宜城 今年以来" 湖北

省宜城市检察院建立了 '代表

委员之家$

%%

群"发布新出台

的司法解释
&

部" 发出讨论案

件邀请函
$

次 " 征求意见函

$""

余份等" 加强了该院与人

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人民监督

员的联络工作" 架起了与代表

委员的'连心桥$&

!周宜"

夏邑 河南省夏邑县检

察院近日邀请人大代表视察乡

镇检察室工作& 代表们对该院

车载'流动检察室$内部建立的

移动视频接访平台和移动便民

服务信息平台表示肯定" 认为

'流动检察室$是乡镇检察室工

作的一大创新" 为解决群众的

法律诉求"化解矛盾"维护社会

稳定打造了快捷有效的平台&

!梁永刚"

正宁 甘肃省正宁县检

察院近日邀请
'"

余名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到院"专题听取规

范执法办案情况汇报" 并参观

案件管理办公室" 了解案件统

一受理%分流审查等情况&代表

委员对该院执法办案规范化建

设给予积极评价&

!王小明"

道真 贵州省道真仡佬

族苗族自治县检察院近日主动邀

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挑毛病%找

问题"力求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

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 这是该院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宏文"

巴林左 今年以来 "

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检察院

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为依托"将主动接受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人民监督员监督作

为推进检察工作的重要手段 "

通过示范观摩%抽查观摩%公开

评议监督相结合的方式" 查找

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研究改进

措施" 让社会各界感受到检察

院执法作风的重大变化&

!马玉明"

伊宁垦区 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伊宁垦区检察院日

前邀请人民监督员对该院立案

查办的刘某涉嫌受贿案进行庭

审观摩评议& 人民监督员针对

公诉人的庭审表现进行了座

谈"并填写了,人民监督员庭审

监督评议表-&

!闫峰"

横县
(

月
!)

日" 广西壮

族自治区横县检察院派驻椅镇检

察室揭牌"并现场开展法制宣传活

动&今年以来"该院不断加强派驻

乡镇检察室建设"先后获批成立了

$

个检察室&检察室干警积极开展

法制宣传%预防职务犯罪宣传等活

动"共举办法制讲座
*

场 "为当地

群众发放法制宣传资料近千份&

!屈国"

铁岭县
(

月
!)

日 "辽

宁省铁岭县检察院邀请
&

名执法

执纪监督员旁听一起由该院提起

公诉的招摇撞骗案的庭审&

&

名执

法执纪监督员对公诉人在庭上的

表现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公诉人仪

容举止得体"思路敏捷%条理清晰"

在发表公诉意见时说理透彻"注重

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左小杉"

襄汾
(

月
!)

日" 山西省

襄汾县检察院全体干警来到曲沃

监狱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听取
!

名

职务犯罪人员的现身说法&活动结

束后"干警们表示深受教育 "今后

要严守党纪国法"牢固树立宗旨意

识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始终

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王海峰 张娟"

泰兴
(

月
!+

日" 江苏省

泰兴市检察院联合当地公安局%广

播电台"走进该市供销职业技术学

校"举行'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大

型公益直播活动&该院未成年人刑

事检察科干警向现场人员讲解了

毒品的种类%危害以及该市毒品违

法犯罪现状"并就青少年如何远离

毒品进行了互动讲解&

!冯蓓佳 赵习芳"

唐山开平 近日"河北

省唐山市开平区检察院干警深入

辖区内的国亮耐火材料厂 % 唐山

唐钢板材厂等企业 " 积极与企业

沟通交流" 了解企业的法律需求"

并与企业干部职工探讨服务企业

的方式方法" 同时为他们送去各

类法律书籍及法律宣传材料
!"""

余份&

!周宝明"

岐山 陕西省岐山县检察

院近日印发了 ,案件质量评估办

法-&该办法包括总则%评估内容标

准%评估方式程序%评估结果和附则

五个部分&该院将以该办法为依据"

从案件程序%实体%卷宗和社会效果

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 考评结果经

确认后还要在局域网上及时公布&

!白文渊"

沂源 为保障农村'两委$

成员换届选举工作顺利进行"今年

$

月以来" 山东省沂源县检察院组

织干警深入重点村镇"广泛宣传换

届法律知识"积极引导村民正确行

使民主权利"在中庄镇为
)!"

余名

党员干部举办了预防职务犯罪知

识讲座" 并携带大型廉政教育剧

,迷途-"到历山街道办事处 %鲁村

镇等地进行演出"为换届选举营造

良好的法治环境&

!杜燕"

安阳县 河南省安阳县

检察院近日开展 '服务产业集聚

区" 安阳检察在行动 $ 法制宣传

活动& 活动中 " 该院通过召开见

面座谈会% 设立意见箱 % 发放征

求意见表等方式 " 收集各类意见

建议
)""

余条 & 该院还依托在产

业集聚区内建立的企业检察工作

服务站" 积极为企业干部职工提

供法律服务&

!姜宝成"

漳县 甘肃省漳县检察院

公诉部门干警近日应邀为该县公

安干警上了一堂规范化执法培训

课&培训课上"该院检察官针对公

安局移送审查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从加强侦捕诉配合制约%强化证据

锁链%规范文书用语等方面进行专

题授课"以增强公安干警的证据意

识"提高执法规范水平&

!阎彩霞"

开江 四川省开江县检察

院近日与该县公安局协商"会签了

对提请逮捕和不批准逮捕实行社

会危险性双向说理的暂行规定"要

求公安机关提请逮捕时"除提供涉

嫌犯罪与可能判处徒刑以上的刑

罚证据外"还要提供相应社会危险

性证据以及所适用法律条款"并阐

述理由&

!李明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