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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
!

月
"

日! 甘肃

省山丹县检察院举行了青年

干警民行疑难案例研讨会!这

是该院
#$!%

年的第一次研讨

会"近年来!该院通过搭建大讲

堂#疑难案例研讨会等平台!营

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同时通过

组织歌咏比赛#诗歌朗诵会等

活动 !强化沟通 !引导青年干

警阳光健康生活"

!石文纲"

大埔
!

月
&

日! 广东

省大埔县检察院文化建设再添

新景"该院选取名言警句#文明

用语制作成宣传展板!张贴在

楼层走廊!营造浓厚的文化氛

围 !树立文明新风尚 !培养知

礼# 守节# 修身的文明检察干

警"

!李艳艳"

桐柏 河南省桐柏县

检察院为推进检察机关文化建

设!近日组织开展了书画摄影

比赛活动!广大干警认真创作!

踊跃参与!创作出更多贴近检

察工作实际!贴近检察干警生

活!具有时代特色的优秀检察

文艺作品"

!周闻胜 郭冬冬"

贵港港北 广西壮

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检察院

日前启动 $学英模 %宣传月活

动" 学习宣传内容以高检院出

版的&有理想#有能力#有担当#

有操守'''新时期检察英模风

采录(及近年全国政法系统涌

现出来的英模人物事迹为主!

通过活动进一步增强干警争先

创优意识!树立你学我赶的工

作良好氛围"

!蔡新根"

霍山 安徽省霍山县

检察院近日被授予第十届省级

文明单位称号!这也是该院连

续两届获此殊荣"近年来!该院

坚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到文明创建活动

中!以$双堂联讲%打造过硬检

察队伍!成立青年检察官论坛!

创办&衡山检影(文集!打造$人

人会办案%的公诉团队和$人人

会普法%宣传团队!实现了检察

工作和文明创建同发展的新局

面"

!杨磊"

大荔
'

月
(

日! 陕西

省大荔县检察院建起一个
)*+

平方米大的摄影#书画展室!展

室里有本院干警历年来的摄影

照片和书法#书画作品!还有干

警家属的剪纸 #刺绣 #编制品

等!每逢休息日!干警及家属都

会结伴来到展室观看!此举受

到广大干警及干警家属的一致

称赞"

!李大跃"

枣庄 近日!山东省枣

庄市检察院在颐正园举办了

全市第七届检察理论研究年

会! 市中区检察院
!&

篇检察

理论调研文章获奖 " 在年会

上 !干警刘兴军撰写的 &逮捕

后判处缓刑案件实证调研报

告 (和郭太平撰写的 &辨认笔

录作为证据的程序性正当化

构建(作为优秀文章供大家交

流讨论!获得与会人员的一致

好评"

!武兴才 曹贻功"

辛集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河

北省检察官文学艺术联合会#

辛集市检察院共同为辛集市检

察院检察官马忠田举办了$师

古法今#探美求真#中国气派#

时代精神 %画展 "此次画展展

出了马忠田书画作品 &长城

图(#&古韵新风图( 等
*$$

余

幅"

!倪晓阳"

魏县
)

月
%

日!由河北

省魏县检察院干警自编自导

的微电影 &让梦想起航 (拍摄

完成!并在该县第四中学举行

了首映式"该微电影讲述了一

名女检察官对有诸多不良习

惯的留守儿童李梦想进行教

育帮扶 #情感关爱 !并及时制

止其误入歧途的故事!以此引

导留守儿童自强不息!远离犯

罪"

!任寒霜 郭强"

!

文化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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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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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红笛

莆田城厢
*$)%

年
)

月
&

日!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检察

院举行司法救助金发放仪式"近年

来!该院把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纳

入重要工作日程!在办案过程中注

重结合个案当事人的家庭情况!最

大限度地帮助刑事被害人或其近

亲属缓解经济压力!积极主动为他

们向上级部门申报救助"

!何琳 郑峰"

界首
*$)%

年
)

月
&

日!

安徽省界首市检察院召集
)-

名新

进干警集体约谈 ! 并签订了承诺

书"该院要求新进干警尽快适应新

的环境和岗位!加强检察业务知识

学习! 尽快适应检察工作的要求)

严于律己!从细微之处培养自己的

廉洁自律意识 )加强团结 !互相帮

助!增强队伍凝聚力"

!汤松晖"

黄龙
*$)%

年
)

月
%

日!

陕西省黄龙县检察院召开职务犯

罪案件经验学习讨论会" 会上!反

贪#反渎部门干警就该省各县区检

察院侦办职务犯罪案件的经验进

行学习!并结合该院自侦部门的工

作实际和特点 !明确任务 !责任到

人!还部署了
*$)%

年的自侦工作"

!侯云峰"

榕江 贵州省榕江县检察

院近日召开座谈会!邀请当地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及人民监督员对该

院检察工作进行专项视察"与会人

员听取了该院检察长关于
*$),

年

开展检察司法改革试点工作的汇

报后!对该院此项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并在做好检察司法改革与检察

工作两方面提出了宝贵意见"

!王晓敏"

漳县 近日! 国家保密科

技测评中心甘肃省分中心测评组

通过现场检测#随机抽查和质询等

方式!对该省漳县检察院检察专网

涉密信息系统分级保护项目进行

了测评"经检测 !该院检察专网涉

密信息系统分级保护项目各项指

标达到秘密级涉密信息系统建设

标准!成为定西市首家完成检察专

网分级保护测评的基层院"

!张永霖"

会昌 江西省会昌县检察

院近日召开自侦工作总结会 ! 分

析了
*$),

年自侦工作开展情况 !

总结了经验教训 ! 并在突出查办

重点 # 注重线索研判 # 定期分析

案件质量等方面! 为提升
*$)%

年

自侦工作水平提出建议 ! 为抓好

开局#推进自侦工作新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

!葛荔丽"

天津西青 寒假将至!

为增强小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天

津市西青区检察院近日以青春能

量站为平台!为辖区内田丽小学的

学生们开展了 $假期安全小讲堂%

活动"通过看漫画 #进行安全知识

互动问答等活动形式!检察官为小

学生们普及了假期安全自护知识!

让小讲堂发挥了大作用"

!韩文婷"

来凤 湖北省来凤县检察

院近日出台了 &$青年干警成长工

程%实施方案(!搭建了$传帮带引%

$岗位练兵 %$交流互动 %$挂职锻

炼%四个平台 !建立跟踪考察制度

和青年干警工作业绩档案!助推青

年干警成长#成才"

!张洪辉"

唐山开平 近日 ! 河

北省唐山市开平区检察院控申科

针对已经书面作出信访风险评估

的涉检信访案件进行排查 ! 切实

做到底数清 # 情况明 ! 扎实做好

稳控工作 " 该院还按照首办责任

制的要求 ! 对涉检信访案件逐案

制定工作预案和稳控措施 ! 明确

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 坚持重大信

访情况报告制度 ! 努力将信访矛

盾解决在基层"

!周宝明"

肥城 山东省肥城市检察

院近日与当地公安机关会签了&审

查批准逮捕阶段轻微刑事案件快

速办理实施意见(" 该意见就适用

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的情形#启

动机制#办理期限等方面的内容作

出了具体规定!旨在有效提高诉讼

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保护当事人

合法权益"

!郭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