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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载县泰源花炮厂! 你单

位生产! 销售不合格爆竹案已

经我局审理" 决定对你单位给

予以下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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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公告送达" 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
'$

日内视为送达)

你公司如对本行政处罚决

定不服" 可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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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张家界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或者慈利县人民政府

申请复议" 也可以于五个月内

依法向慈利县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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亳州谯城
!$

月
!!

日"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检察院

向该市驻谯人大教育组代表汇报

了该院近年来办理的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情况) 代表们对该院设

置专门机构办理未成年人犯罪

案件 .完善工作机制 .人性化办

案等做法表示肯定 " 并从加强

法制宣传教育 . 网络信息治理

等方面提出了改进检察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

!宋春华"

泗水
!$

月
!$

日" 山东

省泗水县政法系统案件质量评查

组对该县检察院今年
!

月至
(

月

以来办理的批捕 .公诉 .反贪 .反

渎案件质量进行评查) 评查组抽

查了部分案件卷宗"从证据采信.

事实认定. 程序规范等方面进行

了逐项检查" 并与相关部门主要

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评查组还对

个别案件存在的不规范问题提出

了整改建议)

!魏春亮 孙兆海"

蓬溪 四川省蓬溪县检

察院日前借/检察官大讲堂%活动

之机"举办了主题为/检务公开平

台应用与管理% 的讲座) 今年以

来 " 该院着力打造检察网站 .博

客.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五位

一体%的/检务公开网阵%) 为有效

加强检务公开管理" 该院有关部

门负责人还结合 ,检务公开信息

审核办法-" 对信息发布流程.审

批手续.网络答复.泄密责任追究

等向听众进行细致讲解)

!陈运刚"

二连浩特 内蒙古自

治区二连浩特市人大常委会组成

人员. 部分人大代表
#$

余人近日

到该市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警示

教育基地考察)代表们视察了该院

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和控

申接待室"深入了解检务公开工作

情况"充分肯定了该院预防职务犯

罪警示教育和廉政宣传活动取得

的成果"并提出了指导意见)

!毕力格"

岚皋 近日"在陕西省岚

皋县检察院的推动下" 该县预防

职务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依

据中纪委.最高检有关规定"出台

了 ,岚皋县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

作管理办法-

)

试行
*

) 该,办法-对

行贿犯罪档案资料的收集. 系统

录入"档案查询受理程序"查询结

果处置以及档案查询结果利用的

反馈等事项予以明确)

+

陈宏佑
,

吉安青原 江西省吉

安市青原区检察院近日开展 /规

范资金管理"预防职务犯罪%警示

教育宣讲活动) 此次宣讲结合近

年来辖区内发生的退耕还林补

贴.危房改造补贴.征地拆迁补偿

等领域的职务犯罪典型案例 "对

涉农职务犯罪的成因.特点.危害

进行了深刻剖析" 并提出了预防

建议和对策)

!刘立军"

定兴 近日"由河北省定

兴县检察院牵头的 /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衔接% 信息共享平台建

设正式启动) 该平台共联网辖区

#-

家行政执法单位" 检察院可通

过网络共享平台对各行政执法机

关办理的案件进行监督审查 "对

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 依法监督

行政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

!杨建忠"

金秀
!$

月
!#

日 " 广西

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检察

院联合该县看守所 . 武警中队对

监管场所风险点进行评估排查 )

联合排查小组对监室门窗 . 防护

网 . 围墙 . 监区大门及监控预警

设施进行了全面 . 细致地检查 "

并结合发现的问题召开座谈会 "

就进一步加强监管场所安全工作

进行细化部署)

!闭建 武 林娜"

武功
!$

月
!#

日"陕西省

武功县检察院检察官深入该县电

力局开展安全防范暨警示教育活

动 )该院检察官以 /树立安全防范

意识"切勿违规违章作业%为主题"

结合选取的典型案件"深入浅出地

讲解法律知识"为供电所员工敲响

了/安全责任重于山%的警钟"教育

该局干部廉洁奉公.遵纪守法)

!黄振涛"

鄄城
!$

月
!$

日"山东省

鄄城县检察院邀请该县部分律师

召开座谈会)该院案管部门检察官

向律师介绍了案件信息公开查询.

律师预约申请.接待和异地查询等

业务"征求了律师对检察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与会律师还参观了该院

的律师接待室"现场模拟操作了案

件信息查询和预约申请流程)

!刘宏寰 刘珍淑"

大埔 广东省大埔县检察

院近日召开检察开放日座谈会"邀

请该县人大代表 . 政协委员等参

加 )会上 "与会人员详细听取了该

院今年以来的检察工作开展情况"

观看了宣传片 " 参观了文化展示

厅"并对检察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

建议)会后"大家走进科室"与干警

交流检察业务知识"了解案件办理

流程)

!罗琪水"

砀山 为迎接安徽省宿州

市首届公诉人辩论赛 "近日 "砀山

县检察院组织
!"

名选手进行辩论

赛模拟演练)为使模拟演练达到预

期效果"该院还邀请江苏师范大学

教授为参加辩论赛的选手传授辩

论赛相关知识"并对模拟演练的选

手表现给予点评和指导)

!朱爱东"

上海长宁 上海市长

宁区检察院以办理的强奸案件为

原型 "改编 .拍摄的微电影 ,红线 -

近日在首届上海检察机关青少年

法制教育微电影评比活动中荣获

一等奖)该片目前已在北新泾社区

的居委会和部分学校播放"引起较

大反响)

!曹康明"

宝应 江苏省宝应县检察

院近日会同该县法院. 公安局.司

法局联合出台了,社区矫正工作衔

接协调细则-) 该细则就被告人居

住地确认.被撤销缓刑社区服刑人

员的矫正执行和相关法律文书报

备等问题进行了细化)该细则的出

台"旨在推进该县社区矫正工作规

范化运作)

!龚明涛"

魏县 河北省魏县检察院

未检科检察官近日来到该县第二

中学"以故意伤害.盗窃.抢劫等未

成年学生易发的犯罪罪名为切入

点"向学生们讲解了刑法中的相关

法律知识"就未成年学生如何正确

处理同学关系.遇到危险情况的自

救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解答"告诫学

生遵纪守法"远离犯罪)

!任寒霜 申潇静"

固原原州 今年以来"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检

察院充分发挥监督职能"积极推进

社会化预防"成立了预防职务犯罪

宣讲团 " 积极开展警示教育进机

关 .进学校 .进企业 .进农村 .进牧

区的/五进%专项预防活动"并运用

信息化手段创新宣讲方式"力争将

宣讲团工作打造成该市预防工作

品牌)

!王保杰 张家萍"

沅陵 湖南省沅陵县检察

院近日出台,关于加强捕诉衔接的

实施意见-) 该意见要求侦监部门

与公诉部门通过每月召开不定期

会议的形式 "通报当月批捕 .追捕

案件及捕后案件起诉. 判决情况)

对于疑难 .重大 .有分歧的刑事案

件"侦监部门可要求公诉部门参与

案件讨论)

!张清彦 陈俊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