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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
#

月
)'

日!福建省

华安县检察院组建了
.

个预防涉

农惠农职务犯罪宣传小组!每组由

副检察长带队!深入各乡镇 $开发

区%&村组!结合所办案件 !开展预

防职务犯罪宣讲!并为当地群众发

放宣传图书
&!!

余册!取得了较好

的法制宣传效果'

!邹顺平"

子午岭林区 近日!

甘肃省庆阳市子午岭林区检察院

举办新闻写作培训班!邀请陇东报

社副总编为全体干警举办新闻写

作专题讲座#授课人讲述了公文分

类&写作方法等基本知识 !介绍了

提高写作水平的技巧!以提升干警

的宣传工作水平#

!李权 豆勇波"

咸丰 湖北省咸丰县检

察院近日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专题组织生活会# 会上!

该院党员联系岗位职责!逐一进行

对照检查!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深入查摆在(四风)方面存在的突

出问题!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改

进措施! 并在自评互评的基础上!

认真填写*民主评议党员测评表+'

!钱林"

自贡自流井 四川

省自贡市自流井区检察院近年来

创新,五项机制)!扎实做好未成年

人刑事检察工作!得到最高检和团

中央的充分肯定',五项机制)即建

立专门机构!配强未检干警 -引入

社会力量!构建帮教体系 -开展检

校共建!做好心理矫治-建设阳光

家园!彰显人文关怀-落实案件封

存!保障合法权益'

!吴明远 岳康"

怀安 河北省怀安县检

察院近日开展未成年人法律专项

宣传活动'该院派出
)"

名干警!分

成
%

个小组! 深入辖区各小学.中

学.职业中学!通过举办讲座.发放

宣传资料. 展出宣传挂图等形式!

对未成年人进行法律教育!并与学

生.教师座谈交流!耐心解答学生

们提出的法律问题'

!白树军"

临清 山东省临清市检

察院近日出台*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约谈制度/试行 %+'该制度对约谈

对象.约谈方式.约谈程序.约谈权

限以及约谈工作要求等方面作出

了具体规定!以确保制度的实用性

和可操作性 ' 该院还建立约谈档

案!将约谈整改落实情况纳入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范围!并严格

考核追责'

!杨金坤"

户县 陕西省户县检察

院近日抽调业务科室骨干组成案

件质量评查小组!开展案件质量评

查工作' 评查小组对
"!)%

年以来

该院办理的不起诉.立案监督等案

件进行重点评查!通过翻阅案卷资

料.查阅相关法律规定.评查小组

集体讨论等程序 ! 查找存在的问

题!提出整改意见!并以书面形式

进行通报'

!刘伟 金智宏"

赫章 贵州省赫章县检

察院近日通过建立集中学习例会

制度!定期组织人民监督员 .特约

检察员.专家咨询委员集中学习法

律法规.检察业务相关知识 !以进

一步提高他们的法律监督水平和

履职能力'

/

付健 徐茂鹏
0

平罗 宁夏回族自治区平

罗县检察院近日制定出台了*不规

范办案问责办法+! 建立对执法不

规范的问责机制' 该办法规定!对

两次出现同一执法不规范问题的

情形!案件承办人要向科室负责人

做检讨!科室负责人要在院务会上

做检查-对出现执法过错责任的案

件和干警!纪检监察室及时启动调

查程序!分清责任原因!严格责任

追究'

!杨丽"

贵港港北
#

月
)-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检察

院与该院共建的法律教学实践基地

梧州学院召开座谈会'会上!双方就

推进人才培养.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调研理论文章写作等方面交换了意

见和建议! 并探讨交流了 ,检校合

作)以来工作的开展情况'

!蔡新根"

克什克腾 内蒙古自

治区克什克腾旗检察院近日制作了

*检民联系一卡通+! 将检察职能介

绍.诉讼权利保障.举报申诉.联系

方式. 服务措施及与群众密切相关

的维权.山林土地权属管理.婚姻家

庭等法律知识编辑在一起! 并向群

众发放! 切实增强群众对检察职能

和常用法律知识的了解'

!崔晓芹"

安阳 河南省安阳县检察

院干警近日来到该县伦掌镇! 开展

,送法进校园.进农村.进社区.进企

业) 活动' 干警们通过举办法制讲

座.发放宣传资料.设置宣传展板以

及现场提供法律咨询等方式! 帮助

群众增强法制意识! 提升知法.懂

法.守法.用法的能力和水平'

!姜宝成 宋慧"

平乡 河北省平乡县检察

院近日邀请人民监督员开展执法大

检查活动' 受邀人民监督员详细听

取该院自侦案件查办情况汇报!对

涉及民生. 民利的重点案件进行回

访调查'检查后!人民监督员从提升

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出发!向

该院提出了加大查办涉农领域贪腐

案件力度的建议'

!柴书浩"

顺昌 福建省顺昌县检察

院近日对一起立案复查的刑事申诉

案件举行公开听证' 该院邀请了当

地人大代表. 人民监督员和特约检

察员作为听证员!根据案件的事实.

证据!形成听证意见'检察机关根据

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和证据! 结合

听证评议意见! 最终依法对案件作

出复查处理意见'

!李培昌"

吴忠利通 宁夏回族

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检察院近日认

真组织开展互联网门户网站自查工

作'该院从信息审核.管理制度等可

能存在漏洞的环节出发! 利用多种

手段!对该院网络实施全面检查!并

完善了网络管理和技术防范措施!

清除网络安全隐患'

!苏航"

岳池 四川省广安市政协

副主席一行近日到岳池县检察院调

研反渎职侵权工作' 调研组听取了

该院近年来反渎案件查办情况及主

要做法! 对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违

法犯罪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

定!认为该院反渎预防宣传到位.案

件办理到位.保障民生到位!为促进

依法行政和公正执法作出了积极贡

献'

!廖辉"

大埔 广东省大埔县检察

院近日成立以各科室负责人为主的

涉检涉诉信访工作改革领导小组'

该领导小组将定期召开小组成员例

会! 针对涉检涉诉信访工作机制改

革进行分析讨论! 以各成员轮岗接

待来访群众的工作模式! 认真倾听

群众诉求'

!洪雪芳"

襄汾 山西省襄汾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全院干警召开 ,增强党

性. 严守纪律. 廉洁从政) 专题教

育活动动员大会' 会上! 该院检察

长提出要求! 希望干警认真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以

反面教材作为警醒 ! 加强正面教

育- 深入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

对照检察职业良知的基本内涵和践

行要求! 认真进行党性分析和自我

剖析'

!秦志强 尉海燕"

图强林区 为进一步

做好青少年维权工作!近年来!黑龙

江省大兴安岭图强林区检察院对被

宣告缓刑. 被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的

非监禁未成年人进行法制教育-会

同当地公安. 司法机关成立帮教小

组!建立*跟踪帮教档案+!每月检查

被帮教对象的学习笔记! 听取他们

的思想汇报! 并积极动员家庭.学

校.社区基层组织!共同对涉罪未成

年人开展帮教'

!图检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