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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亨县检察院对
$

名新录用检察

干警进行集体廉政谈话"该院纪检

组长首先宣读了#检察人员八小时

以外行为禁令 $和 #检察人员廉洁

从检十条纪律$ 等相关纪律规定%

随后!该院检察长对新录用干警进

行谈话 !希望他们加强学习 !尽快

进入角色!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和办案纪律"

!黄佳琴"

射洪 四川省射洪县检察

院近日出台了&涉密计算机网络安

全保密管理办法$% 该办法从涉密

计算机 '涉密网络 '检察业务系统

用户
%&'

'涉密移动存储介质的保

密管理以及安全使用和失泄密责

任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为推进检

务网络公开背景下的国家秘密和

检察工作秘密安全提供制度保障"

!冯明明 田维兵"

沾化 山东省沾化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以 (便民 '利民 '为民 )

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此次活动利用

乡镇集日之机!采用宣传车播放音

频资料 '发放宣传单等形式 !宣传

案件信息公开系统查询案件的方

法 '步骤等 !以进一步深化检务公

开!增强检察机关办案透明度%

!牟春霞 石超"

肃北 甘肃省肃北县检察

院法警大队近日积极组织在职司

法警察开展岗位练兵'素能培训活

动 %活动中 !法警大队组织全院法

警重点对政治理论' 法律法规'检

察业务'法警业务'警务技能'日常

管理等内容进行培训!并结合保障

检察工作任务特点!组织开展实战

演练!以切实提升司法警察的业务

技能和综合素质%

!于军忠"

辽阳弓长岭 辽宁

省辽阳市弓长岭区检察院近日派

员来到辖区胜利街道天路社区举

办(老年人维权讲堂)%干警向居民

们介绍了近年来该院在维护老年

人合法权益工作中采取的举措及

成效 !并结合新修订的 &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围绕老年人的赡养权'

婚姻自主权 '财产享有权 '继承权

等易受伤害的权利进行细致讲解%

!崔勇 于伟"

彭阳 宁夏回族自治区彭

阳县检察院近日邀请县委政法委

人员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对今年

该院已办结的批捕起诉'自侦案件

进行阅卷评查!并逐案填写内容涉

及办案程序'法律适用'文书制作'

案卷装订的评查表%

!王宁"

汝阳 河南省汝阳县检察

院近期在该院局域网开设纪检监察

专栏! 发布年度党风廉政教育学习

计划'学习内容等!引导干警加强廉

政学习*开通了+汝阳检察)官方微

博!适时发布廉政信息!接受群众对

干警执法行为的监督和举报* 利用

&汝阳检察手机报$向每位干警发送

上级院及纪委各项文件和禁令内

容!利用移动飞信平台发送(廉言警

句)'(廉政提醒)等短信!进一步增

强干警的廉洁自律性%

(

焦能能
)

景德镇珠山 近日 !

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检察院全

面规范案件流程监控!严格按照受

案标准表逐项对照 ! 对案件管辖

权 '移送案件材料规范性 '涉案证

据完备性'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

施情况等内容进行审查!符合受理

条件的 !当场登记 '当日送达办案

部门*不予受理的!书面说明理由%

!叶青"

南漳 湖北省南漳县检察

院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的检察官近

日走进肖堰镇中学!开展主题为(关

注校园安全!关爱女生健康)的普法

活动% 检察官志愿者们结合当前校

园安全事故频发的现状! 讲解了发

生在身边的典型案例! 提出了青少

年自我保护的举措%

!雷雨 段金瑞"

唐县 今年以来! 河北省

唐县检察院把涉检信访工作纳入一

把手工程! 院领导坚持每日轮流接

访'定期下访巡访!院党组每季度专

题研究信访工作% 该院还建立了处

理涉检信访案件的长效机制! 坚持

办案人终身负责' 首办责任制和领

导包案的原则!努力做到案结事了%

!李沙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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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靖
#

月
*"

日!全国

首个烈士纪念日!福建省南靖

县检察院派干警参加了县委

宣传部组织的公祭活动%干警

从中学习了革命先烈的英雄

事迹! 对于提升检察文化!坚

定检察事业的理想信念!有积

极的推动作用%

!王虹"

重庆巴南 近日!重

庆市巴南区检察院举办了(小

手拉大手)廉政儿歌比赛颁奖

仪式! 对优秀儿歌予以奖励%

该院依托儿歌文化开展预防

职务犯罪廉政教育!在全区中

小学推广儿歌教育模式!将预

防职务犯罪以更纯真'更生动

的情感表达辐射至家庭 '社

会 !用至真 '至净的儿歌去影

响'感化成人!净化社会!形成

廉洁的普遍共识% !沈义 黎

林"

莱阳
#

月
*"

日 !山

东省莱阳市检察院举办以

(扬正气 !接地气 )为主题的

检察机关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书画创作笔会 % 来自该市的

书法爱好者汇聚一堂 ! 用自

己的方式诠释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成果 % 本次书画创作笔

会 !让 (扬正气 '接地气 )的检

察文化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过程中得到了升华%

!卢金增 于宝"

三亚
!"

月
+

日!海南

省三亚市检察院在节后上班

第一天举行了隆重庄严的升

国旗暨检察官宣誓仪式%在国

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干

警庄严肃穆的注视中冉冉升

起%该活动的开展
,

进一步激发

了干警们的爱国热情
,

增强了

干警们做好本职工作
,

维护公

平正义的意识%

!张映忠"

岐山
!"

月
+

日 !陕

西省岐山县检察院干警书法

绘画摄影展在该院多功能厅

隆重开幕 %这次展览以 (展示

检察风采 '服务发展大局 )为

主题 ! 共展出干警们创作的

书法 '绘画 '摄影作品
-+

幅 !

这次活动 ! 展示了检察干警

执法为民的高尚情怀和昂扬

向上的精神风貌 ! 进一步推

动了该院教育实践活动的深

入开展%

!白文渊"

大埔 近日!广东省大

埔县检察院建成文化展厅%该

展厅分为前言' 环境文化'管

理文化'职业文化'素质文化'

荣誉展示' 结语等七个版块!

内容涵盖了该院发展历程'队

伍管理'业务建设'干警风采'

荣誉成果等方面! 形式多样!

全面记录了该院践行(文化育

检'文化兴检'文化强检)理念

的历程!为该院进行对外文化

宣传交流提供阵地%

!刘怡玲"

涉县
#

月
./

日!河北

省涉县检察院举办了检察文

化展!围绕(弘扬老区精神!彰

显时代风采 )的主题 !通过展

示老照片 '旧制服 !讲解建院

史和大事记!坚定了干警的理

想信念!激发了干警的工作热

情!随着(涉县检察之歌)的词

曲制作完成!这次检察文化展

圆满结束%

!刘将将"

霍山 安徽省霍山县

检察院自编自导自演的预防

职务犯罪微电影&钟声$!顺利

杀青% 日前该片已在优酷网'

土豆网以及该县电视台播出!

收到了较好反响%

(

黄亮 杨磊
0

瓜州
#

月
*"

日!甘肃

省瓜州县检察院举行了一场

以(树廉洁标兵!争当贤内助)

为主题的廉洁家庭建设知识

竞赛 !内容涉及中央 (八项规

定)'(检察人员八小时外行为

禁令)' 刑法关于职务犯罪的

规定 '公务员法等 %这次活动

全面检验了干警及家属预防

职务犯罪知识的学习效果!进

一步筑牢了拒腐防变的思想

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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