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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午岭林区 甘肃省

庆阳市子午岭林区检察院近期组

织开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集

中学习讨论活动!该院邀请市委党

校教授来院做专题辅导"多次组织

干警通过网络视频观看有关专家

的深度解读! 干警们在听取辅导#

自学和摘抄学习笔记的基础上"还

组织召开了学习交流会!

!张晓平"

政和 福建省政和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档案规范化管理工作

自查 "组织全体干警学习 $诉讼档

案立卷程序与要求%" 由办公室牵

头"公诉#侦监等部门配合"对不符

合归档要求的档案"退回移送部门

补充完善后重新归档!此举旨在进

一步促进档案管理工作规范化#制

度化!

!邓玉英"

咸丰 湖北省咸丰县检察

院近日制定出台了$关于党风廉政

建设&两个责任'落实措施的通知%

和$关于党组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

体责任及纪检监察部门履行监督

责任规则任务分解的通知%" 要求

干警把&两个责任'担在肩上#放在

心上#落实到工作中!

!钱林"

济宁任城 山东省济

宁市任城区检察院近日组成预防职

务犯罪宣讲团"为新任农村&两委'

成员打廉政&预防针'!宣讲团成员

用身边鲜活的案例和通俗易懂的语

言" 重点剖析村干部犯罪的特点和

成因"阐述职务犯罪对社会#家庭和

个人造成的危害" 并就村干部如何

预防职务犯罪提出对策和建议!

!田培喜 李丽莎"

大荔 陕西省大荔县检察

院近日被评为
!"#$

年度该省检察

机关调研工作先进集体"同时"该院

干警撰写的 $刑事和解的制度设计

与适用% 论文荣获该省检察系统优

秀调研成果三等奖!近年来"该院突

出调研重点"实行表彰奖励机制"激

发调研活力(搭建调研平台"形成了

全员参与#全面激励的新局面!

!李大跃"

湘潭 湖南省湘潭市检察

院建起了集接访大厅 # 情绪疏导

室 #候谈室 #咨询室 #检察长接待

室#听证室#案件讨论室#远程接待

室于一体的接访中心"努力打造信

息化 #立体式接访平台 !接访中心

自
!%&'

年正式运行以来" 已接待

群众来访
$(

人次" 均做到件件有

登记#件件有答复!

!成友江"

江城 近日" 云南省江城

县检察院召开了全院干警述职述廉

大会!会上"干警按照岗位职责"对

个人
!%#$

年在学习#思想#工作和

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认真总

结"分析不足"明确努力方向!述职

述廉结束后" 该院分管领导还对分

管部门工作进行了点评" 指出了优

点和不足"并提出了整改意见!

!杨辉"

叶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叶城县检察院近日开展司法警察

岗位大练兵活动 !活动中 "该院法

警大队结合日常办案工作中的实

践经验"着重强化了警务执勤中的

拘传#拘留#逮捕 "执行看管 #参与

搜查 #执行押解 #追逃抓捕等业务

培训"对体能 #技能 #擒敌拳 #警棍

术#处理突发事件等警务技能进行

强化训练!

!王筱斐"

丹东振安 辽宁省丹

东市振安区检察院近日召开全院警

示教育大会"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传达最高检通报的
##

起检察机关司法不规范典型案件!

该院检察长在会上讲话" 要求党员

干警引以为戒"加强制度建设"强化

内部监督!会后"该院各科室及时组

织开展讨论"进行自查自纠!

!姜伟"

会昌 近日" 江西省会昌

县检察院成立法治宣传队"积极走

访该县每一家个体工商户!宣传队

成员在宣传法律法规的同时"还将

印有干警联系电话的检民联系卡

发放到个体工商户手中"随时为个

体工商户提供一对一的法律服务"

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郑弗军"

洛阳西工
#

月
!%

日"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检察院出台

$公开审查制度%! 根据该规定"对

拟作不起诉#不服检察机关处理决

定的案件 "根据需要 "要采取公开

听证#公开答复等形式公开公正处

理案件!该制度还对公开审查的参

加人及职责#审查程序等作了具体

规定!

!段维鲁"

巧家
#

月
#)

日" 云南省

巧家县检察院召开党组会议" 研究

部署检察宣传人才培养工作! 会议

对该院新闻报道# 微博微信管理及

书画摄影等方面的人才状况进行了

梳理统计!该院检察长表示"院党组

对具有一定特长的干警将加大培养

力度" 同时积极向上级组织推荐优

秀人才"使其发挥优势#不断成长!

!蒋华洲"

宜宾翠屏 四川省宜

宾市翠屏区检察院近日组织公诉

科全体干警开展 &规范执法年 '

专题讨论会 ! 会议围绕深化司法

规范化建设的总体目标进行 " 要

求全体公诉人不断提高规范司法

的能力 " 重点整治司法不规范

&顽症 '" 确保检察权始终在法治

轨道内规范运行!

!张宜"

凌源
!%#$

年以来" 辽宁

省凌源市检察院开展了&打击破坏

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专项治理'活

动 ! 该院成立了此项工作领导小

组"将盗伐 #滥伐林木 #非法采矿 #

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等严重破坏资

源#危害民生的案件作为治理活动

的重点"努力实现监督效率与效果

的有机统一!

!陆宝华"

新泰 近日" 山东省新泰

市检察院派驻宫里检察室联合宫

里镇纪委"为该镇工作人员及换届

后的新一届村 &两委 '成员上预防

职务犯罪警示教育课!检察室干警

从党员干部职务犯罪的表现形式#

主要原因#危害后果及预防对策等

方面进行了全面阐述和深入讲解"

从源头上为村干部打牢廉政勤政

的思想基础!

!张娜 王新龙"

奇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奇台县检察院的
$

名女检察官近

日到该县第四中学开展法治宣传

教育 " 利用动态
**+

向
,""

名师

生讲解了近期发生的未成年人学

生犯罪案例" 教育学生防微杜渐"

远离犯罪 ! 同时 " 还为同学们讲

解了安全常识 " 增强他们的自我

保护意识!

!黄海龙"

唐山开平 近日"河北

省唐山市开平区检察院干警通过

制作展板#图片以及发放宣传材料

等方式"为城中村群众开展容留吸

食毒品犯罪防范宣传"使房屋租赁

群众远离违法犯罪"有效遏制吸食

毒品犯罪在城中村越演越烈!

!周宝明 荆渤"

霍山
!"&'

年" 安徽省霍

山县检察院首次将该院微博二维

码印在人大工作报告上"与会的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只要用手机轻轻

一扫"便能充分了解和监督检察工

作 !近年来 "该院不断增强检务公

开力度" 充分利用通官方微博#微

信等媒介听取各界意见建议"时时

接受群众监督!

!李磊"

福安 福建省福安市检察

院日前邀请该市法律援助中心#市

中心法律服务所等代表来院召开

&推进交流"深化合作'民事行政检

察工作座谈会 !座谈会上 "该院民

行部门总结了近年来与司法局#律

师协会等部门沟通联系协作#开拓

民行申诉案源等方面的好经验#好

做法"并就完善律师接待制度达成

共识!

!杨浩"

扬州邗江 江苏省扬

州市邗江区检察院近日与该区公

安分局出台$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

幼女犯罪的实施意见 )试行*%!该

$意见 %明确了双方办理此类案件

的快速反应机制# 提前介入机制"

并就讯问犯罪嫌疑人同步录音录

像 # 幼女被害人身份信息保护 #

心理疏导和司法救助制度作出明

确规定!

!蒋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