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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宁 甘肃省正宁县检察

院近日邀请该院聘请的外部廉政

监督员对检察工作!挑刺"#受聘的

!

名廉政监督员在该院检察长和纪

检组长的陪同下$参观了控申接待

窗口和案件管理中心$了解了该院

检察工作情况$并对进一步改进检

察工作和加强检察队伍廉政建设

提出了意见建议#

!王小明"

武平 福建省武平县检察

院近日与该县林业局会签了 %关

于加强行政执法与检察监督协作

配合的工作意见&# 该意见推出了

移送犯罪线索 ' 林业行政执法案

件报备等制度 $ 规范了检察院对

林业行政执法监督的范围 $ 希望

检察院与林业局在工作中相互支

持$ 加强配合#

!王全兴"

扶风 陕西省扶风县检察

院近日与该县法院联合会签了 %关

于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的实

施意见&$对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

的启动方式'监督范围'监督形式等

内容作出了详细规定$ 同时明确法

检两院在活动中的分工和职责#

!雷鸣"

邢台桥东 河北省邢

台市桥东区检察院近日与邢台学

院签订%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共建协

议书&#根据该协议$双方将在检察

干警培训'业务理论指导 '业务与

信息交流'学生实习与实践 '科研

合作等方面开展共建#该院将利用

高校的教学设施'理论研究和师资

力量$培养高层次检察人才#

!孙金平 郑健荣"

松桃 贵州省松桃县检察

院职务犯罪预防局日前结合近五

年来该院查处的国土 ' 林业 ' 卫

生 ' 住建 ' 社保等部门职务犯罪

案件情况撰写了预防调查报告 #

该院提出的职务犯罪预防建议和

意见引起了县委主要领导的高度

重视 # 县委领导还就该院提出的

建议意见和该县职务犯罪形势进

行了专题研究#

"

杨秀波
#

淮滨 河南省淮滨县检察

院近日对今年新招录人员进行岗

前培训#该院副检察长 '政治处主

任为新进人员讲授了检察职能'检

察理论'检察人员职业道德等有关

规定$各业务部门负责人还向新进

人员讲授了本业务部门的岗位职

责'工作技能等知识和技巧#

!张旗"

滁州南谯 安徽省滁

州市南谯区检察院近日与法院共

同签署了%关于建立职务犯罪案件

庭审旁听机制的意见&# 该意见将

严重影响该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

展'发生在群众身边 '严重侵害民

生民利的职务犯罪案件划入旁听

范围$并要求发案单位以个案为切

入点 $ 及时组织旁听人员座谈讨

论$分析案发原因$提出整改意见#

!熊光明 甄先超"

武宁 江西省武宁县检察

院近日出台了%人民群众评价检察

工作机制&#据了解$该%机制&以案

件当事人'政法部门人员 '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 '人民监督员及其他

社会各界人士为评价主体$通过现

场评价'电话回访的方式 $定期对

该院领导干部和干警履行职责'工

作作风'服务态度 '廉洁自律等情

况进行评价#

!田先来 杨华"

常州钟楼 日前$由江

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的一起骗取贷款案在钟楼法院

开庭审理$该院检委会委员到庭观

摩$并于庭审结束后对该案进行评

议#评议人员结合起诉书制作标准

和公诉人出庭规范要求$对公诉人

在文书制作'庭审中的举证和答辩

技巧'临场应变和逻辑思维能力逐

一进行了点评#

!秦慧"

云县 近日$ 云南省云县

检察院积极开展 !秋季集中宣传

行动"$ 由控申科牵头$ 联合相关

业务科室来到该县幸福镇 $ 在街

头摆摊设点 $ 开展检察工作主题

宣传活动 # 活动中 $ 该院干警宣

传讲解了职务犯罪的危害和职务

犯罪预防对策 $ 鼓励群众积极揭

发和指证职务犯罪#

!控申科"

襄汾
$%

月
&

日$山西省

襄汾县检察院召开
%'$(

年度检察

理论年会#此前$该院特邀评委在

收到的
%&

篇理论文章中精心评选

出
!

篇优秀论文#年会上$评选出

的
!

位优秀论文作者以
))*

的形

式向评委及全院干警介绍了理论

文章$并与其他干警交流了写作心

得和写作过程#

+

加海林 张娟
,

南靖 连日来$ 福建省南

靖县检察院积极开展校园法治宣

传教育活动$联合该县教育局等部

门到中小学开展主题为!法律进校

园"的普法宣传活动$切实提高青

少年的法律意识#今年以来$该院

共开展校园法治宣讲
-

场次$发放

普法宣传材料
!''

多份$接受学生

法律咨询
.'

余人次#

+

叶忠贤
,

嘉峪关 甘肃省嘉峪关

市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宣讲团近

日走进国家电网嘉峪关'酒泉供电

公司开展法治讲座#宣讲团成员以

!供电不触电$ 严防职务犯罪高压

线"为主题$从职务犯罪的概念'当

前职务犯罪的主要特点'预防职务

犯罪的对策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

述$并分析了诱发此类犯罪的主客

观因素#

!马雄文"

沂源 近日$ 山东省沂源

县检察院联合该县司法局及辖区

各律师事务所召开以!保障律师依

法执业$ 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为主题的联席会议#与会人员围绕

如何加强沟通交流'如何保障律师

执业权益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探讨$并在建立新型互动检律关系

方面达成了共识#

!周兰芳"

沈阳铁西 近期$辽宁

省沈阳市铁西区检察院把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

当前首要任务$多次召开党组理论

中心组学习讨论会#该院检察长还

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习近平

总书记对%决定&的说明进行了详

细解读#

!铁西宣"

建始 湖北省建始县检察

院近日邀请
%%

名人民监督员'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参加主题

为!弘扬宪法精神$推进依法治国"

的!公众开放日"活动#该院为大家

播放了专题片%未检印象&后$详细

介绍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情

况#各界代表对该院积极探索涉罪

未成年人帮教模式'分类建立!亲

情档案"等做法给予肯定#

!曾德斌"

城固 陕西省城固县检察

院公诉科近日积极开展观摩庭活

动$邀请汉中市检察院公诉处和兄

弟院干警旁听指导庭审活动#该院

公诉科全体干警在主管副检察长

的带领下$观摩了一起诈骗案的庭

审过程#庭审结束后$该院及时召开

了观摩庭活动总结会议$就庭审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点评#

+

王芳芳
,

灌云 今年以来$ 江苏省

灌云县检察院采取三项举措加强

社区矫正调查评估监督工作#该院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通过不定期召

开联席会议'建立案件信息台账等

形式$加强沟通联系(建立信息审

查机制$通过实地走访'电话沟通

等形式$实地核查调查评估意见书

的评估结果( 建立巡回监督机制$

重点对调查评估工作的启动程序'

活动效果进行检察#

!范玉兵"

舒城 安徽省舒城县检察

院近日与当地公安局联合出台 %关

于建立执法活动法律监督工作机制

的实施意见&#%意见&决定采取巡查

与专项检查相结合' 个案监督与类

案监督相结合的方式$ 加强对刑事

执法和行政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

!彭峥嵘"

广平 河北省广平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自侦办案实战模拟演

练$ 强化干警执法办案的程序意

识'证据意识'时效意识#该院
-

名

干警分别扮演检察官'法警'犯罪

嫌疑人等角色$ 模拟演练调查取

证'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拍摄

等环节#

!王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