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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西陵
!

月
!'

日!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检察院邀请

该市律师协会刑法分会部分会员

及律师代表
("

余人来院座谈 $会

上!该院认真听取了律师代表关于

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力的意见和

建议!就建立良性互动的检律关系

交换了意见!并研究建立了信息共

享和共同会商机制$

!徐风暴"

涡阳
!

月
!'

日! 安徽省

涡阳县检察院召开不捕退查案件

质量分析会$该院相关业务部门干

警对
("!#

年度不捕退查的
)(

件

案件进行逐一评查!对案件办理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

建设性的整改意见$

!孙孝东 郝琳"

南郑
!

月
!&

日! 陕西省

南郑县检察院来到南郑中学开展

%模拟法庭进校园& 活动$ 模拟庭

审结束后 ! 干警还以法律咨询 '

图片展示 ' 调查问卷等形式 ! 为

该校师生讲解相关法律知识 ! 进

一步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 ! 引导

他们自觉运用法律知识规范自身

行为' 维护自身权益$

!熊兴龙"

寻乌 日前! 江西省寻乌

县检察院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知

法'懂法'守法过春节&涉罪未成年

人回访帮教活动$该院未检科干警

通过走访涉罪未成年人的家庭'工

作场所! 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状况'

工作情况' 帮教条件进行了解!并

着重向涉罪未成年人本人'亲属普

及法律知识! 以形成大帮教圈!谨

防再次犯罪$

!易兴"

乳山 山东省乳山市检察

院派驻经济开发区检察室日前获

评 %全省优秀派驻基层检察室&称

号 $该检察室自成立以来 !积极履

行检察室职责!积极组织开展法治

宣传'法律咨询及廉政警示教育活

动!深入辖区了解社情民意和企业

需求 !主动接待群众来访 !真情实

意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

!武鹰 宁丽"

西吉 宁夏回族自治区西

吉县检察院纪检监察部门近日组

织全体干警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拒

腐防变每月一课 )之 %偏离坐标的

人生 &和 %高墙悲歌 &!为干警上好

新年廉政教育第一课 $

("!#

年以

来!该院通过组织播放教育片和纪

律作风明察暗访纪实片!学习中纪

委'自治区等对违规违纪违法问题

的通报等形式!坚持对干警进行正

面典型引导教育和反面案例警示

教育$

!卢锦荣 马广华"

宁远 为适应新形势下网

络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日前 !湖南

省宁远县检察院组建网络安全保

密工作领导小组!集中协调网络安

全保密工作!积极探索网络安全管

理模式! 明确各部门的保密职责!

不断强化保密工作措施 ! 积极保

障'服务检察工作的开展$

!赵夏瑜"

巴彦淖尔临河 今

年 !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

河区检察院将 %跟庭评议 & 活动

作为传承办案经验 ' 打造公诉品

牌的重要载体 ! 该院检委会针对

群众关注的民生案件 ! 采取随机

观摩 ' 预约观摩等方式 ! 邀请人

大代表 ' 政协委员 ' 业务专家跟

随出庭的公诉人进行观摩 ! 并对

公诉人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

!王霞"

桐柏 河南省桐柏县检察

院近日邀请南阳市委党校教授为

干警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 $ 授课人

深入解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

大意义 ' 科学内涵 ' 重大任务 !

就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 ' 基本原

则 ' 法律规范体系等进行讲解 !

使干警们受益匪浅$

!周闻胜 郭冬冬"

孝昌
!

月
(!

日! 湖北省

孝昌县检察院党组召开 %落实从严

治党责任'坚持依法从严治检&研讨

会$会上!该院党组认真剖析了在严

格党内生活'严守党的纪律'强化作

风建设和廉洁从检等方面存在的突

出问题以及产生问题的原因! 并结

合检察工作!从坚定政治立场'增强

党性修养等方面提出整改措施$

!周尧"

镇安
!

月
!'

日! 陕西省

镇安县检察院召集当地企业开展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座谈会$会

上!该院组织企业工作人员观看了

微电影(责任)!向企业宣传了查询

业务的工作职责!同时介绍了行贿

犯罪档案查询的背景'趋势以及社

会价值!积极争取了企业对行贿犯

罪档案查询工作的支持$

!习玲"

宜丰 江西省宜丰县检察

院近日在呈送的人大工作报告中

专门附上检察微信二维码$在该县

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代表委员

通过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取该院最

新的检务信息$此举旨在进一步加

强与代表委员的联系!提升检察工

作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邹才根"

夏邑 河南省夏邑县检察

院近日邀请该县消防中队官兵为

干警讲授消防安全知识$授课内容

围绕灭火方法' 逃生技巧等展开!

消防官兵还现场对灭火器材的使

用方法进行了演示$该院还根据消

防中队出具的机关安全评估意见

书立即进行了检查整改$

!夏宣"

高唐 山东省高唐县检察

院派驻人和检察室检察官日前到

人和办事处为新任农村 %两委&干

部上了一堂主题为 %预防职务犯

罪 !共创和谐局面 &的预防职务犯

罪警示教育课$该院检察官讲解了

涉农职务犯罪的种类 '特点 '成因

和危害! 提出了加强党性教育'远

离色财诱惑等预防建议$

!杨兆峰"

昭苏垦区 日前!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昭苏垦区检察院与该

垦区司法局组成执法检查组!对
%&

团'

%%

团的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全

面检查! 重点查阅社区矫正工作台

账'检查档案规范情况!以及检查法

律文书和见面谈话记录是否齐全'

相关手续是否合法到位! 并对社区

矫正人员进行约谈和教育$

!闫峰"

盐池 宁夏回族自治区盐

池县检察院派驻盐池县看守所检

察室日前被最高检评为%第四届全

国检察机关派驻监管场所一级规

范化检察室&$近年来!该院驻所检

察部门积极探索 %人性化监管&模

式 !坚持约见检察官 '与在押人员

谈话制度!连续
!)

年无超期羁押'

无安全责任事故$

!韩震"

界首 安徽省界首市检察

院立足检察职能! 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预防职务犯罪活动 $

("!#

年!该院为该县国土局 '质监

局'卫生局等机关'企事业单位'乡

镇的领导干部上法治课!同时把预

防职务犯罪法治课列为党校干部

培训班的必修课!所制作的预防职

务犯罪微电影 (爸爸去了哪里)还

获得省院二等奖和最受欢迎奖$

!汤松晖"

邱县 河北省邱县检察院

近日联合相关部门对辖区内社区

矫正人员进行巡视检查!通过查看

司法所台账'实地走访社区矫正人

员及居住地基层组织!全面掌握社

区矫正人员的矫正情况$该院还针

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不当履职行

为提出建议!督促整改$

!徐志超 吴霞"

金堂 四川省金堂县检察

院检察官近日深入该县福兴镇!专

题宣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宣讲人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运用

丰富的背景材料和具体事例!采取

以案说法 '以事明纪的方式 !紧扣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主题!对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了阐述

和深入讲解!要求基层党员干部将

全会精神和学到的相关法律知识

贯彻运用到工作生活中!做到内化

于心!外践于行$

!黄平 周学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