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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二分院
!"

月

!#

日!重庆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召开

辖区职侦工作岗位练兵推进会!安

排部署明年岗位练兵工作"为提高

辖区
$

个基层院职侦干警整体侦

查水平!该院今年制定出三年全员

岗位大练兵实施方案!各基层院结

合自身实际 ! 相继开展了审讯演

练 #旁听庭审 #回看录像 #个案点

评#电子取证#法律文书制作等岗

位练兵活动"

!牟伦祥"

合肥瑶海
!"

月
!#

日!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检察院根

据与区委组织部#区党校共同制定

的$关于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警

示教育进党校工作的实施意见 %!

派出副检察长为瑶海区第
!%

期青

年干部培训班
%&

多名学员讲授职

务犯罪预防课程! 结合 &敬法#畏

法#知法#守法'等主题进行宣讲"

!陈德君 刘雯"

漳州龙文 福建省漳

州市龙文区检察院日前选拔资深

检察员任案件质量评查员!对案件

进行阅卷式#互动式评查 !通过对

全案阅卷#与承办人沟通 #询问当

事人等方式!审议案件质量 !并形

成案件评查报告"此举旨在有效提

升办案人员责任心!促进案件质量

提升"

!张毅敏"

高青 山东省高青县检察

院近日举行&检察开放日 '暨执法

执纪监督员聘任仪式!部分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执法执纪监督员和

人民监督员#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

群众代表受邀参加 "仪式上 !该院

检察长为受聘的执法执纪监督员

颁发聘书 " 这是该院强化外部监

督#进一步推进检务公开的一项重

要举措"

!王新村"

景德镇珠山 江西省

景德镇市珠山区检察院干警近日

深入该市十六中!为该校学生举办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法治讲座"该院

干警围绕刑事责任年龄和一些常

见的罪名展开讲解!结合所办理的

未成年人真实案件! 以案说法!教

育学生们远离犯罪!并学会用法律

的武器保护自己"

!王亚琼"

桐柏 今年以来! 为全力

保护淮河源头生态安全!河南省桐

柏县检察院成立了环保职务犯罪

预防领导小组!与当地政法部门协

商建立了公#检#法快速办案&绿色

通道'! 完善了刑事司法与行政执

法衔接机制!并制订了服务生态环

境保护专项行动方案"

!周闻胜 清宏"

灵石 山西省灵石县检察

院近日在该县国企汾西矿业集团

中盛煤业公司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时!首次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告

知卡%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监督

卡%发放给相关人员 !并提醒督促

责任人按照监督卡要求的内容认

真填写!提出合理化建议 !主动接

受社会监督"

!续晓东"

西林 广西壮族自治区西

林县检察院检察长近日出庭支持

公诉该县一起特大绑架案"在出庭

公诉时!该院检察长以过硬的公诉

水平和高超的法庭论辩为干警作

了示范!对培养优秀公诉人起到了

示范引导作用"该院把检察长带头

办案和出庭公诉作为提高公诉整

体水平的一项重要举措"

!黄伟明"

灌云 江苏省灌云县检察

院驻所检察室日前与看守所联合

对监室#提讯室以及在押人员饮食

等情况进行了安全检查!并召开安

全分析会!分析查找看守所存在的

安全隐患 ! 还对在押人员外出就

医#患病救治#日常饮食#出监提审

放风等环节中可能出现的风险隐

患提出防范措施"

!范玉兵"

铜川印台 近日!陕西

省铜川市印台区检察院被命名为

"&!%

年度陕西省&青少年维权岗'"

近年来!该院在执法办案中健全维

权机制#延伸检察职能 !积极探索

未检工作新模式!在青少年权益保

护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中

取得了实效"

!侯帅"

利辛 安徽省利辛县检

察院近日邀请
#

名人大代表 #

政协委员参加该县一乡镇原负

责人沈某贪污# 受贿案的庭审

评议" 代表委员观摩了庭审过

程! 充分肯定了公诉人专业的

法律素养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并对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提

出了希望"

!武庆杰"

凤翔 陕西省凤翔县检

察院近日集中开展 &一村一检

察官'送法律活动"该院干警分

片深入所包抓的镇村! 向群众

宣传依法治国# 平安建设和检

务公开知识! 与当地人大代表

和政协委员座谈! 报告今年检

察工作并征求意见建议! 受到

了群众和代表委员的一致好

评"

!谢继锋"

北京顺义 北京市

顺义区检察院日前邀请
$

名人

大代表# 政协委员参加特约监

督员座谈会 ! 通报了
"&!%

年

检察工作开展情况! 并就进一

步提升检察工作质量和服务水

平征询意见建议" 代表委员对

该院今年以来在打击各类犯

罪# 履行法律监督及促进区域

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肯

定"

!郭航 刘天奇"

庄浪 甘肃省庄浪县人

大常委会日前对县检察院预防

职务犯罪工作进行了专题调

研" 调研组在参观预防职务犯

罪警示教育基地# 听取预防职

务犯罪工作情况汇报后! 对该

院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取得

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张胜平"

松桃 贵州省铜仁市

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检察院#

市法院等主要领导近日陪同部

分驻黔全国人大代表到贵州省

松桃县检察院视察工作" 代表

们通过实地参观和听取情况汇

报! 详细了解了松桃县检察院

检务公开# 案件信息平台和办

案工作区建设情况"

!徐维露"

吴忠 宁夏回族自治区

吴忠市检察院近日召开座谈

会! 主动征求代表委员对队伍

建设# 检察工作方面的意见建

议" 代表委员对该院检察工作

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并

就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 深化

检务公开提出了意见建议"

!马建军"

邯郸丛台 河北省

邯郸市丛台区检察院近日邀请

市# 区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

余人参观了该院新建成的

检务公开大厅" 代表委员对该

院检务公开工作给予肯定!同

时对进一步加大检务公开力度

提出了意见建议! 希望更好地

接受群众监督"

!夏连峰 张利东 郝雪强"

建始 湖北省建始县检

察院近日邀请
!&

名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人民监督员为该院

案件信息公开工作 &挑刺'"与

会人员在听取案件程序信息查

询#辩护与代理预约申请#重要

案件信息发布# 法律文书公开

等情况汇报后! 对进一步完善

便民举措# 打造阳光检务提出

了建议"

!曾德斌"

淮滨 河南省淮滨县检

察院近日组织干警分赴全县
!'

个乡镇对县级人大代表逐一开

展&大走访'活动!通过召开座

谈会及入户走访! 共向人大代

表发放检察工作宣传材料
(&&

余份!收集意见建议
)'

条"

!李强"

泉州泉港 福建省

泉州市泉港区检察院检察长近

日带队走访该区人大代表!征

求代表对
"&!%

年度检察工作

的意见建议" 代表们对该院在

打击刑事犯罪# 查办和预防职

务犯罪及检察队伍建设等方面

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并就进一

步加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

提出了建议"

!曾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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