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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洛江
!

月
"#

日!

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检察院召开

硕士生办案小组论坛!对该院办理

的一起司法工作人员失职致在押

人员脱逃案进行了评析"与会人员

对案件办理情况进行了交流讨论!

对在押人员的定义进行了法理论

证!并在会后将讨论观点提交到该

院检委会!供其参考"

!黄江伟 颜卫东"

宿迁宿豫
!

月
""

日!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检察院举办

案件信息公开系统管理培训班"授

课人员对#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

开工作规定 $试行 %&'案件信息公

开系统总体架构'具体操作及操作

中易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解读(此次

培训旨在提高干警开展检务公开

工作的整体能力!为案件信息公开

系统顺利运行奠定基础)

!曹艳荃 王静"

赫章 贵州省赫章县检察

院近日邀请人民监督员旁听了一

起受贿案的庭审过程 " 庭审结束

后 !人民监督员填写了 *监督评议

表 &!并从仪表形象 +法律运用 '辩

论水平等方面对公诉人员作出综

合评价!还提出了改进出庭公诉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

$

付健
%

孝昌 湖北省孝昌县检察

院近日召开党组会议!研究该院案

件信息公开系统部署应用工作"会

议要求各业务部门提高办案质量

和文书撰写质量!组织开展法律文

书评查工作! 强化案件流程监督!

为法律文书公开打好基础"

!谈明生"

枣强 近日! 河北省枣强

县检察院召开 ,增强党性 '严守纪

律 '廉洁从政 -专题教育活动动员

大会)该院负责人对活动进行了部

署! 要求全体干警坚定理想信念'

增强党性修养! 严格遵守纪律'坚

持廉洁从检!努力建设一支让党放

心'让人民满意的检察队伍)

!许春祥"

蕉岭 广东省蕉岭县检察

院近日与该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协

商!决定在国家水泥及制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工程建设中开展预防

职务犯罪工作)双方决定成立预防

职务犯罪工作专项领导小组及办

公室 !建立信息交流 '职务犯罪案

件线索移送等制度!并明确在工程

建设相关单位之间实行廉政从业

双向责任等制度)

!徐小红"

菏泽开发区 山东省

菏泽经济开发区检察院派驻岳程

检察室近期研究制定了学习计

划 ! 利用一周时间组织开展未成

年人帮教业务培训 )其间 !检察室

将组织干警对上级检察机关未成

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会议精神 '未

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要求进行学

习 ! 并举办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

育系列讲座)

!乔建设 张莉"

西吉 宁夏回族自治区检

察院近日对
&

名新招录人员进行

廉政警示教育!组织他们学习有关

廉政纪律规定和*检察人员执法过

错责任追究条例& 等文件内容!要

求他们牢固树立,监督者首先要自

觉接受监督 -的意识 )该院还帮助

新招录人员熟悉检察业务流程!促

使他们能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卢锦荣"

辽阳太子河 今年年

初!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检察院

出台了*职务犯罪预防部门行贿犯

罪档案查询工作操作规程&! 明确

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操作程序!推

出了电话'

''

等多渠道行贿犯罪

档案申请查询服务) 截至目前!该

院已为
()*

家企业提供行贿犯罪

档案查询
"+&

次)

!叶众芳"

玛纳斯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玛纳斯县检察院日前组织该

县人大领导干部来到该院反腐倡

廉警示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 接受

廉政警示教育 ) 该县人大领导干

部们重温了历代廉政典故 ! 学习

了典型案例 ! 观看了廉政教育短

片 ! 大家纷纷表示 ! 要牢固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 ' 价值观 ! 遵纪守

法 ! 廉洁自律 ! 进一步筑牢廉政

,防火墙-)

!邱存富"

桐柏
!

月
"+

日! 河南省

桐柏县检察院召开环境保护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相关法律适用专

题研讨会)该县环保局'国土局'水

利局和农业局等单位主要负责人

应邀参加会议)与会人员就环境保

护相关法律适用进行专题研讨!集

中探讨了服务生态环境建设的方

法和途径等相关问题)

!周闻胜 郭冬冬"

城固
!

月
""

日! 陕西省

城固县检察院干警组织案发镇领

导班子成员' 农财中心负责人等!

针对发生在当地的职务犯罪案件

召开案例剖析会 )会上 !案件承办

人对案件情况及特点进行了通报!

该院预防部门负责人还就案件涉

及的法律规定及立法解释等进行

了讲解)

!王治新"

土默特右旗 内蒙古

自治区土默特右旗检察院近日召

开 ,增强党性 '严守纪律 '廉洁从

政-专题教育活动动员会)会上!该

院领导要求干警进一步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 !认真学习 *党员领

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文件

内容 ! 并要求各科室做好学习记

录!撰写心得体会)

$

谢卓妮
%

上思 广西壮族自治区上

思县检察院驻所检察室干警日前

到该县看守所开展普法教育活动!

为在押人员讲解刑法'刑诉法中有

关投案自首 '犯罪未遂 '犯罪中止

的法律定义以及诉讼程序等法律

知识 ! 切实提升在押人员法律意

识)

!李运鹏 蒋振佳"

敦煌 甘肃省敦煌市检察

院近日组织开展廉政教育知识考

试 )此次考试采取闭卷形式 !重点

考察干警对中央八项规定 '*检察

人员八小时外行为禁令&' 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 ,两个责任 -等内容的

理解!以进一步增强干警恪守检察

职业道德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闫力"

沈阳沈北新区 辽

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检察院未成

年人刑事案件检察科近日联合该

区司法局制定签发了*关于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审查起诉阶段法律援

助办法&) 该办法的出台是该院未

检科不断完善'规范未检工作的新

探索!为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

诉讼权利提供了制度保障)

!钟妍"

宣城宣州 安徽省宣

城市宣州区检察院检察官近日来

到该区林业局举办党风廉政建设

暨预防腐败警示教育报告会)该区

林业局领导班子成员'基层站所负

责人'重点岗位工作人员等参加了

活动 )会上 !该院检察官结合林业

系统发生的典型案件!分析了职务

犯罪案件的特点及成因!并提出了

预防对策和建议)

$

张志勇 陈敏芳
%

临清 山东省临清市检察

院纪检监察部门近日针对今年上半

年办理的
(,

件不批捕' 不起诉'自

侦案件不立案'撤案等四类案件!从

办案程序是否合法' 案件实体有无

重大违法或瑕疵' 当事人的诉讼权

利是否得到保障以及办案人员有无

违纪违法行为等方面进行监督审

查! 并对案件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

通报!督促相关部门整改)

!杨金坤"

清河 今年
+

月以来 !河

北省清河县检察院深入开展破坏

环境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专项立

案监督活动 !与当地公安局 '环保

局和食药监局等负有执法监管职

责的部门 !在打击违法犯罪 '保护

环境和保障食品安全上形成合力)

截至目前!该院监督公安机关立案

&

件! 其中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

-

件!破坏环境资源案件
"

件)

!王双超"

永安 今年以来! 福建省

永安市检察院与该市司法' 工会'

信访等部门建立联系协作机制!相

互通报相关信息和情况!对危害社

会公共利益 ' 弱势群体利益的案

件 !通过支持起诉 '公益诉讼和检

察建议等方式! 维护和保障民生)

截至目前!该院共办理支持起诉案

件
&

件!发出检察建议
,

份)

!姜明光 谢海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