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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乐
!

月
"!

日!甘肃

省民乐县检察院组织全体干

警到高台县红西路军烈士纪

念馆 !重温入党誓词 !参观红

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悲壮

历程"干警们表示一定要牢记

先烈遗志! 坚定理想信念!始

终执法为民! 坚持公平正义!

保持清正廉洁 ! 坚守职业良

知!做人民满意的检察官"

!夏爱"

磁县
!

月
#$

日!河北

省磁县检察院举办了以#坚守

职业良知! 践行执法为民$为

主题的征文比赛%全体干警结

合岗位职责和自身感悟!从不

同角度阐述了检察职业良知

的内涵&要求&作用和价值!字

里行间表达了基层检察官弘

扬职业良知&践行执法为民的

勇气和决心"最终三篇优秀作

品被选送到上级院参加全省

征文评选"

!王哲 韩光红"

道真 近日 ! 贵州省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检察

院举办了 '中国梦(检察情 $

读书演讲比赛 % 此次读书演

讲比赛激发了全院干警特别

是青年干警投身检察事业的

热情和决心
%

使全院干警对

中国梦 & 检察梦有了更切实

的体会%

!宏文
&

泗洪 近日!江苏省泗

洪县检察院为青年干警举办

检察礼仪知识专题讲座%受邀

嘉宾结合检察工作特点!围绕

检察官仪表礼仪& 服饰礼仪&

举止礼仪三个方面进行授课%

通过现场演示! 重点讲解了与

当事人交往中的接待礼仪&通

话礼仪等内容%干警纷纷表示!

要在今后的执法办案中规范言

行! 为打造文明检察作出积极

努力%

!石跃"

桂林
!

月
'$

日上午!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检察

院组织
()

名干警参加桂林市

委宣传部主办的 '唱响中国

梦(共筑新辉煌$ 庆祝新中国

成立
*+

周年歌咏决赛% 参赛

干警以饱满的情感演唱了)光

荣与梦想*和)江山*两首经典

歌曲!获得评委和观演群众热

烈的掌声%

!李华兵"

奇台 新疆维吾尔族

自治区奇台县检察院近日开

展 '阳光检察 $为主题的首届

'检察文化季$活动%通过征集

院训及人生格言 & 检察开放

日&野外拓展训练等形式多样

的检察文化活动!全面提升检

察干警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

和职业道德素质%

!黄海龙 郭刚
&

大英
!

月
',

日!四川

省大英县检察院在 '增强党

性&严守纪律&廉洁从政$专题

教育活动中!组织干警观看影

片)焦裕禄*%干警们观后非常

感慨!决心进一步提高党性和

道德修养!切实把焦裕禄精神

内涵内化于心 & 外化于行 !

胸怀公仆情怀 ! 提高执法本

领 !净化心灵 !以琐碎集成求

是 !平凡造就伟大 !树立社会

主义法治观念 ! 坚守职业良

知!永葆清廉本色%

!蒋国荣"

平阳 为庆祝新中国

成立
*+

周年!

!

月
',

日!浙江

省平阳县检察院举办了'我爱

中华我爱检察$迎国庆诗歌朗

诵会%

$)

多名年轻干警以自创

诗歌和散文诗的形式展示了

对祖国和检察事业的无限热

爱 !营造了朝气蓬勃 &积极向

上的机关文化氛围%

!朱乐乐"

巴林左旗
!

月
',

日上午 ! 内蒙古自治区巴林

左旗检察院举办庆 '十一 $演

讲比赛!

!

名青年选手畅谈了

自己的理想信念和对祖国 !

对生活和对检察事业的热

爱 ! 弘扬了民族精神和时代

精神 ! 展现了新一代检察官

热爱祖国 & 忠于检察事业的

良好精神风貌%

!马玉明"

天津西青 天津市西

青区检察院检察官日前应邀走进天

津交通职业学院!为
$)))

余名新生

举办法制教育讲座%检察官以'为了

明天!珍惜现在$为主题!通过
--.

课件&漫画等形式!以案释法!讲解

了大学校园多发的犯罪类型及特

点!分析了犯罪原因!帮助大学生树

立法律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

!陈汉雨 韩文婷"

金寨 安徽省金寨县检察

院日前按照县委政法委部署!成立

以检察长为组长的案件评查小组!

积极开展案件质量评查评比工作%

该院案件评查小组从各业务部门

随机抽取了
#)/$

年第四季度至

')/,

年第三季度的各类案件
,)

件 !分别从案件的事实认定 &法律

适用& 文书撰写等方面进行评查!

并交由主要业务科室交叉互查和

案件管理中心复核%

0

高峰
&

常山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上级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文件精神!

强化检察机关内部监督! 近日!浙

江省常山县检察院党组经过严格

筛选!选聘政治合格&工作负责的
1

名干警为部门兼职纪检监察员!并

组织召开专题会议 ! 部署各项工

作%纪检监察员们将重点对十类案

件进行内部监督!防止干警在办案

中出现违纪违法行为%

!刘润华"

廊坊广阳 河北省廊

坊市广阳区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部

门近日组织廊坊银行系统的党员领

导干部! 来到满城太行监狱预防犯

罪警示教育基地接受廉政教育%参

加活动的党员领导干部参观了服刑

人员生活区和生产劳动区! 观看了

警示教育片! 并听取
$

名职务犯罪

服刑人员的现身说法! 深刻体会到

了犯罪给家庭&社会带来的危害%

!韦优静"

靖远 甘肃省靖远县检察

院近日会同该县纪委监察局!到国

网靖远供电公司开展主题为'自觉

廉洁从业 &珍爱美好家庭 &远离职

务犯罪 $的专题讲座 %该院检察干

警结合查办的供电系统职务犯罪

案例! 剖析了犯罪特点及原因!告

诫大家慎用手中权力!自觉远离职

务犯罪%

!魏尚河"

临桂 广西壮族自治区临

桂县检察院近日对该院起诉后获

得终审判决的刑事案件进行了筛

选! 并将典型案例评析汇编成册%

该院还根据案件的不同进行分类!

制作目录表 !方便群众查阅 !帮助

他们了解相关法律知识!提高法律

意识%

!李胤"

鄄城 山东省鄄城县检察

院近日与该县联通公司联系协商!

正式开通了'廉政短信$平台!把廉

政格言 &警句 &廉政故事等编辑成

短信!定期发送到干警及家属手机

上!使干警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拒腐

防变能力!增强廉洁自律的主动性

和自觉性%

!焦福臣 妙明乾"

石城 江西省石城县检察

院近日出台 )关于为推动旅游强县

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实施意见*!从

建立健全组织机构& 拓宽检察服务

渠道& 依法保障旅游发展等方面提

出具体措施%今年!该院对涉旅游发

展案件开通案件办理绿色通道!并

针对涉及旅游发展重点项目建设&

龙头企业&资源环境保护等重大&有

影响的案件!实行报告备案制度%

!刘耀明"

沭阳 今年以来! 江苏省

沭阳县检察院成立了'花乡清风$大

学生村官法律服务志愿者工作室!

帮助镇村基层组织提升对预防职务

犯罪重要性的认识%截至目前!该工

作室已在辖区庙头& 胡集两个派驻

检察室举行法律服务志愿者工作座

谈会和业务培训活动
,

场%

!潘芳芳 郑伶"

苍溪 今年以来! 四川省

苍溪县检察院建立了举报线索资

料库 &建筑工程资料库 &工程项目

经理资料库& 行贿人资料库等!并

充分利用这些信息!掌握各类案件

情况%他们还与上级检察院侦查指

挥中心建立了一体化工作机制!实

现了涉案信息资源共享%

!王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