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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奇台县检察院近日举办 !公文写作

专题培训"#该院邀请的授课老师以

大量翔实的公文实例为蓝本$ 就公

文基本类型%行文规则%公文拟写规

范等内容进行深入浅出地讲解#此

次活动的开展$ 旨在提高干警的公

文写作水平$ 使公文处理工作更加

规范化%制度化#

!黄海龙 郭刚"

唐县 河北省唐县检察院

今年实行优秀青年干警到信访岗

位锻炼制度$促使干警在接待处理

来访来信%面对面服务群众的过程

中$提高化解矛盾纠纷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目前 $该院已有
!

名

青年干警参加了信访岗位锻炼$现

均已成为业务骨干#

!王金良"

西林 广西壮族自治区西

林县检察院日前结合该省正在开

展的!严纪律%整作风 %树形象 "纪

律作风整顿周活动$组织该院中层

以上领导干部来到警示教育基地

接受教育$通过学习%检查 %整改 $

整治疲沓散漫 %敷衍塞责 %形式主

义等不良作风$帮助干警树立廉洁

从检意识$增强拒腐防变能力#

!黄伟明 黄林生"

酒泉肃州 甘肃省酒

泉市肃州区检察院纪检组长日前应

该区国税局邀请$ 为该局干部职工

作了主题为!珍惜预防岗位$远离职

务犯罪"的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

讲座对近期检察机关查处的典型职

务犯罪案件进行细致分析$ 并提出

了防范对策与建议#

!姚玉梅"

潍坊潍城 山东省潍

坊市潍城区检察院自编自演的廉政

微电影&不归路'近日正式杀青#该片

讲述的是某国家机关的局长在招投

标过程中$跨过了法律的红线走上不

归路$给家人尤其是女儿带来伤害的

故事#该片完成后将在该院警示教育

基地%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和社

会媒体上播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丰富法制宣传教育内容#

!封小萃"

宣城宣州 近日$安徽

省宣城市宣州区检察院在征得被

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下$通

过该市检察院联合团市委$邀请心

理辅导老师为未成年被害人进行

心理辅导#近年来 $该院成立了由

经验丰富的女检察官组成的未成

年人检察室% 青少年维权岗等$探

索创新宣传教育模式$充分保障了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

张志勇 杨静
#

土默特左旗 内蒙

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检察院近日

到派驻金山开发区检察室举办!检

察开放日"活动#活动中$当地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 %派驻金山开发区

检察室联络员 %开发区干部 %职工

首先观摩了一起职务犯罪的法院

庭审$ 随后在检察人员的带领下$

参观了金山开发区检察室及警示

教育基地#

!张鹏飞"

洛宁 河南省洛宁县检察

院&

$%&'

年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情

况综合年度报告'近日被河南省检

察院评为优秀年度报告#该报告对

该县职务犯罪发生原因和发展趋

势进行了深刻分析$提出了预防对

策$推动了地方党委预防职务犯罪

机制建设#

!霍仙杰 高岗"

韶关浈江 近日$广东

省韶关市机电技工学校的
$(

名师

生来到该市浈江区检察院$ 参观了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专题展览# 专题

展览共有
&)

块展板$结合未成年人

心理特点$ 采取漫画与案例相结合

的形式$ 让参观者在欣赏图片的同

时接受警示教育#今后$该专题展览

将继续对辖区中学%中职学校%技校

学生开放#

!李继业"

黄平 贵州省黄平县检察

院检察官近日深入该县第二中学%

旧州中学%重安中学%谷陇中学$开

展!检察官送法进校园"活动#检察

官们从典型案例解析入手$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为学生深刻剖析了青

少年违法犯罪的特点和原因$并就

如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和强化

自我保护意识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姜永新"

黎平
&%

月
'&

日$贵州省

黎平县检察院组织新提拔科级检察

官家属来到干部廉政教育基地接受

警示教育#为筑牢家庭廉政防线$该

院将党风廉政教育延伸到
*

小时之

外$ 把新提拔检察官的家属作为接

受警示教育的对象之一$ 从家庭成

员做起$构建全方位廉政!防火墙"#

!孙泽羽 石开富"

克拉玛依白碱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白

碱滩区检察院近日对职务犯罪案

件办案安全进行检查#该院结合检

查结果进行全面分析$科学研判办

案过程中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有

针对性地制定了具体的整改方案

和安全防范措施 $ 以保障及时发

现%及时排查办案风险#

!游成永"

平乡 河北省平乡县检

察院技术科与预防科近期联合制

作了&法在身边'案例录像片$利用

多媒体系统在多个社区播放$受到

社区群众的广泛欢迎#该院干警将

收集到的群众关心的涉及职务犯

罪%人身安全%房产纠纷%婚姻家庭

等方面的案例制作成录像片$深入

社区播放$教会群众用法律武器保

护自身合法权益#

!平检"

阳东 广东省阳东县检

察院近日与阳东供电局建立预防

职务犯罪协作机制#该机制明确规

定$两单位在案件线索移送方面要

加强配合$在查办案件时要及时互

通情况$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研究

预防工作的新举措$通报反腐工作

的新动态#该院还要定期到该县供

电局开展预防警示教育$共同做好

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林良鹏"

南昌湾里 江西省南

昌市湾里区检察院近日组织开展

!人人大讲堂"活动#该院每周五下

午安排一名干警为全院干警授课$

授课人自拟课题$既可以讲授检察

业务%法律知识%社会生活中的热

点问题$也可诠释政法干警核心价

值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

!徐伟坚"

岐山 陕西省岐山县检察

院与该县电视台联合录制的 &检察

机关助您维护自己的诉讼权益'电

视访谈节目近日在该县电视台 &平

安纵横'栏目中播出#节目中$检察

官系统介绍了检察机关监督民事审

判活动的方式%内容和程序$回答了

监督民事案件的启动条件% 法定期

限以及群众申诉时需要提交的材料

等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白文渊"

龙海 福建省龙海市检察

院今年在内网开辟了!读书驿站"专

栏$每月收集上传电子书籍$供干警

下载阅读# 该院还举办青年干警读

书沙龙$定期开展辩论演讲%业务学

习%案例研讨%专家授课等活动$积

极打造干警阅读感悟平台# 截至目

前$ 该院共有
(

名青年干警在各类

市级以上业务竞赛中获奖#

!林志标"

呼和浩特赛罕 内

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检察

院近日出台!阳光民行"%!阳光公诉"

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民行%公诉案件

信息公开的范围和途径# 根据该方

案$相关当事人可通过电话专线或直

接到该院案件管理大厅查询案件程

序性信息(符合公开条件的法律文书

经保密审查和技术处理后$将于
$

个

工作日内在该院门户网站进行公布#

!尹相龙"

灌云 江苏省灌云县检察

院日前组织开展 !两高 "食品安全

司法解释培训会$该县食品药品监

督局等相关部门及企业代表参加

了培训#会议就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的从严适用刑罚%定罪量刑标准处

罚及对共同犯罪的处罚等难点问

题进行讨论$提出了各部门要加强

沟通衔接的建议#

!霍晨燕 范玉兵"

莘县 山东省莘县检察院

派驻莘城检察室干警近日来到莘县

王奉%燕店%河店
'

个乡镇$联合该院

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干警$在乡镇政府

进行警示教育宣讲$到农村集市开展

法制宣传$并到农村基层选举现场提

供法律咨询$为当地正在进行的农村

!两委"成员换届选举保驾护航#

!刘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