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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柞水县检察院针对中纪委通

报的
&

起干部违纪问题召开全体干

警会议!进行集体警示教育"该院纪

检组长首先组织学习了中纪委 #关

于七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的通报$%随后!该院检察长进行讲

话! 要求全体干警在反思警示的基

础上!对照检察官行为规范&各项纪

律规定认真开展自查! 切实转变作

风!提高司法公信力"

!王龙群"

新兴 近日! 广东省新兴

县检察院在派驻 竹检察室举行了

首批'阳光检务(信息联络员聘任仪

式%'阳光检务( 信息联络员主要负

责了解& 收集和及时上报群众反映

强烈的焦点问题!听取&反馈单位&

团体&学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

社会各界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 协助检察室开展案件

线索收集&预防宣传&跟踪监督等各

项工作%

!陈石刚 孔庆政"

贵港港南 广西壮族

自治区贵港市港南区检察院近日精

心选取廉政警语! 以手机短信的形

式发送给全院干警! 时刻提醒广大

干警筑牢廉洁思想防线! 自觉抵制

不良风气% 据悉! 该院把节日祝福

与廉洁警示有效结合! 不定时向干

警发送廉洁过节短信! 重申加强节

日期间廉洁自律工作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

!甘承俏"

老河口 近日!湖北省老

河口市检察院多措并举! 加强对干

警的警示教育% 该院召开全体干警

大会!集中学习上级有关文件!通报

相关典型案例!强调纪律要求!强化

干警廉洁意识)发送廉政提醒短信!

警示干警警钟长鸣)采取明查暗访&

座谈&廉政谈话&家庭助廉等形式!

加强日常监督检查%

!王俊"

彭州 日前! 四川省彭州

市检察院组织关爱团队! 到成都市

未成年犯管教所开展帮教活动%该

院联合该市关工委& 妇联和团委的

'%

名关爱工作者! 同
'(

名彭州籍

未成年服刑人员进行集体交流和个

别谈心! 向他们介绍未成年人犯罪

记录封存制度! 并赠送学习书籍!

鼓励他们好好改造! 争取早日回归

社会%

!李方华 李鸣"

南丰
!"'%

年以来! 江西

省南丰县检察院依法规范检察人员

与律师等人员的交往行为! 出台了

*关于规范检察人员与律师&案件当

事人关系的禁止性规定$)健全了听

取律师意见制度!采取书面&电话&

约见等形式充分听取律师对案件证

据客观性&合法性的意见等%

!赵敏"

宁远 为科学规范办案流

程!日前!湖南省宁远县检察院推出

交叉审查案件机制!规定疑点较多&

案情复杂的案件由
!

名检察官共同

承办! 承办人分别从控辩双方的角

度交叉审查案件! 对指控证据是否

具有排他性& 唯一性和是否符合证

据标准进行辩证审查! 以杜绝冤假

错案的发生%

!赵夏瑜"

魏县 河北省魏县检察院

近日结合该县村+两委(成员换届选

举实际! 开展专项预防职务犯罪工

作%该院预防科干警通过座谈&走访

等形式!及时开展预防调查!查找影

响换届选举工作的苗头性& 倾向性

问题!有效维护了换届选举秩序%

!王国庆"

上海松江 近日!由上

海市松江区检察院提案! 团区委牵

头!区政协&区司法局等共同参与创

办的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帮教基地揭

牌成立%该基地将对无固定住所&无

收入来源& 无监护人的涉罪未成年

人采取非监禁措施进行观护! 以达

到预防再犯& 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的

目的%

!姜丽媛"

银川金凤 宁夏回族

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检察院近日开

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回头看(

活动%活动中!该院通过组织专题学

习&分组讨论&交流心得&撰写文章等

方式! 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取得的成果%

!秦正理"

昭苏垦区 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昭苏垦区检察院日

前邀请
&

名人民监督员参加座

谈会! 共同探讨职务犯罪预防

工作% 该院副检察长马会全报

告了该院近年来开展职务犯罪

预防工作的做法& 成效及今后

的工作打算% 人民监督员对该

院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给予了

肯定!并提出了建议%

!闫峰"

平阳 浙江省平阳县

检察院日前组织干警通过电

话访谈& 实地走访等方式!征

求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人民

监督员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建

议!并就
!"'%

年度检察满意度

进行调查%

!朱乐乐"

舒城 安徽省舒城县

检察院近日向该县政协第
)%

次主席会议汇报检察工作%该

院从反腐倡廉& 诉讼监督&公

正司法&队伍建设和服务大局

五个方面汇报了检察工作情

况%政协委员在肯定检察工作

的同时! 要求该院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全面提升检察工作

水平%

!陈婵娟 胡永兵"

滨海 江苏省滨海县

检察院日前举行市县检察工

作通报会!

!$

名省市县三级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人民监督

员应邀出席%代表委员在听取

工作汇报& 观看专题片后!对

检察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就

更好地履行检察职能&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建议%

!汤海涛 陈哲"

梁河 云南省梁河县

检察院日前邀请人民监督员&

特约检察员视察职务犯罪预

防工作%预防科负责人从部门

职责 &工作情况 &存在问题等

方面作了汇报% 人民监督员&

特约检察员亲自参与了两项

建设工程项目的行贿档案查

询工作%

!寸永红"

邯郸 河北省邯郸县

检察院近日邀请
$

名人民监

督员与该院部分业务骨干联

合组成自侦案件质量评查组!

对该院监所 &反贪 &渎检
!"'%

年以来办结的职务犯罪案件

开展案件质量评查%根据评查

和跟踪走访情况!评查组对发

现的问题进行了反馈!提出了

具体整改意见%

!王红彬 张海涛 闫仲义"

咸丰 湖北省咸丰县

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彦成近日

带领
'%

名人大代表专项视察

该县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工

作%代表们参观了警示教育基

地&听取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汇报!对该院以检察建议为抓

手推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

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余路"

修文 贵州省修文县

检察院日前邀请驻县
'"

位省

市人大代表视察预防职务犯

罪工作%代表们参观了职务犯

罪警示教育基地!对该院服务

重大项目建设和预防职务犯

罪进乡村工作予以高度评价!

并就建立职务犯罪预防体系

提出了意见建议%

!李忠"

单县 山东省单县检

察院近日组织干警走访该县

!"

余名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就
!"'$

年度检察工作征求意

见%代表委员围绕服务经济建

设 &预防职务犯罪 &检察室工

作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并对检

察机关加强自身队伍建设&切

实保障群众利益提出了期望%

!冯秀兰"

西平 河南省西平县

检察院近日邀请人大代表参

加年度工作考核%人大代表参

与了对党组述职& 民主测评&

意见反馈等各个环节的监督!

对该院
!"'%

年党风廉政建设

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就检察工作提出了有针对

性的建议%

!冯春辉 刘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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