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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
!

月
"#

日!重庆市

梁平县检察院召开
"$!%

年度工作

总结暨表彰大会 "会上 !该院各科

室负责人对本科室的工作完成情

况进行了述职!该院检察长还向全

院干警通报了该院
"$!%

年各项检

察工作开展情况!认真总结了各项

工作当中的亮点和不足! 对
"$!&

年工作进行了部署!并表彰了
%

个

先进集体#

!'

名先进个人"

!顾玉田"

合肥庐阳
!

月
"#

日!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检察院召

开年度工作总结暨司法规范化建

设年活动动员大会 " 会上 ! 该院

检察长剖析了
"$!%

年不规范司法

行为的原因和教训 ! 并对案件评

查 # 纪检督察 # 法律文书评审等

活动进行部署!明确了责任人和落

实标准"

!马云东"

威信
!

月
"(

日!云南省

威信县检察院接受了该县县委检

查组对该院
"$!%

年党建工作的全

面测评 "经过党建工作汇报 #资料

查阅# 个别谈话等形式的检查!该

院
"$!%

年党建工作得到了检查组

的充分肯定!宣传思想和精神文明

建设方面的工作受到赞扬"

!王勇"

天水秦州 近日!甘肃

省天水市秦州区检察院职务犯罪

预防科以$珍惜岗位#履职尽责#自

觉远离职务犯罪 %为主题 !举办了

秦州区民生实事和基层服务项目

岗前培训班"该院预防科干警从职

务犯罪的基本法律知识#职务犯罪

的危害及预防对策等方面进行了

专题辅导"

!马海萍"

永定
"$!%

年!福建省永

定县检察院积极探索挽救保护涉罪

未成年人的方法和途径! 结合检察

工作特点! 在当地坎市镇创新机砖

厂联合设立涉罪未成年人关爱基

地!对涉嫌轻微刑事犯罪#有悔罪表

现的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帮教考察!

由共建企业安排培训# 提供工作并

负责监管!力求实现$挽救一个#幸

福一家#教育一片%的工作目标"

!吴卫兵"

宝应 江苏省宝应县检察

院未检科干警近日连续走进该县

!$

所中学开展宣讲活动!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向同学们讲解真实的案

例!以增强同学们的法律意识"针对

年轻人群的特点! 该院未检科还开

通了$宝应未检%的微信公众平台!

不定期向年轻人群发送法律知识"

!孙百爽"

自贡大安 四川省自

贡市大安区区委书记近日在该区

检察院
"$!%

年惩治和预防职务犯

罪年度报告上作出批示!认为该报

告针对性强#切合实际#很有见地!

对推进该区反腐倡廉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具有较强的指导性 # 前瞻

性"希望该院再接再厉 !进一步抓

好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为服

务和保障辖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新的贡献"

)

吴明远 袁睿"

清苑 近日! 河北省清苑

县检察院积极配合该县纪检#组织

部门和县 $两委 %换届工作领导小

组 !根据 &关于进一步明确村 $两

委%候选人资格条件的通知'要求!

提前做好候选人的廉洁准入资格

审查!利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技术

平台! 对辖区
!'

个乡镇
"((

个行

政村的
"#$

名 $两委 %候选人进行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陈沛 杨泽雨"

三原 陕西省三原县检察

院近日联合该县法院#公安局制定

了&在押人员羁押表现纳入量刑情

节试行办法 '"该 &办法 '对在押人

员在看守所羁押期间的表现情况

作了详细规定!将此作为法院判决

时的一种酌定量刑情节!切实维护

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梁小锋"

隆德 近日! 宁夏回族自

治区隆德县检察院举办了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员轮训班!

*!

名干警参加了轮训"此次轮训以网

络专题讲座 #专题辅导报告 #讨论

交流等形式进行!帮助干警用四中

全会精神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开展"

!田睿"

莱芜钢城
!

月
"'

日!

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检察院检察长

为该区
"*$

个村 (居 )的
!!'$

名村

干部作了题为$树德倡廉!做新农村

建设的带头人%的专题讲座"授课人

结合该院查办的典型案例! 深刻剖

析了农村职务犯罪的原因! 提出了

有针对性的预防建议! 告诫村干部

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做清正廉洁的

新农村建设带头人"

)

赵帅 周杨
+

全州
!

月
"#

日! 广西壮

族自治区全州县检察院召开重点课

题 &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研

究'#&新媒体下检务公开机制研究'

中期论证会! 邀请该市法学会及广

西师范大学多位学者对课题论证工

作进行指导"据悉!该院近年来通过

逐步建立和完善课题论证制度!有

力推动了检察调研工作的开展"

!邓型军"

沭阳
!

月
"(

日! 江苏省

沭阳县检察院举行$纪律作风#规范

司法制度学习月%知识竞赛!该院
,

名检察官参加" 竞赛共分必答#抢

答#风险题#附加赛四个环节!内容

包括中央领导重要讲话精神# 上级

院下发的司法文件以及该院规章制

度等"

!徐杰"

涿鹿 今年
!

月!农村$两

委%成员换届选举以来!河北省涿鹿

县检察院控申科干警深入辖区张家

堡#矾山#赵家蓬等
!$

余个乡村开

展法律宣传活动! 广泛宣传检察机

关职能#受理案件范围#举报须知等

知识! 还适时宣讲选举法等有关规

定!引导群众学法#知法#守法"

!王晓利"

巴彦淖尔临河 内

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检察

院近日与该区公安局# 法院# 司法

局# 市经济开发区公安局联合签订

了&巡回检察室对辖区公安派出所#

人民法庭# 司法所开展法律监督工

作的规定'"该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临

河区巡回检察室对辖区公安派出所

刑事立案#侦查!人民法庭民事审判

及执行!司法所社区矫正#人民调解

工作开展法律监督的相关程序和要

求"

!陈华 王霞"

崇信 甘肃省崇信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民行科#控申科#案管办

全体干警集中学习修改后的行政诉

讼法" 干警们通过对照行政诉讼法

修改前后的不同!逐条研读!认真思

考! 并就如何正确履行检察机关监

督职能# 做好新时期的行政诉讼监

督工作展开了学习讨论"

!吕丽娟"

天柱 贵州省天柱县检察

院通过总结近年来督促起诉专项工

作情况! 认真分析# 查找漏洞! 近

日先后与相关部门和内部机构建立

了 &督促起诉工作暂行规定'# &督

促起诉工作移送职务犯罪案件线索

管理制度'# &国土资源行政执法检

察监督工作协作机制' 等规章制度!

以促进督促起诉专项工作规范化"

!戴有满 吴晓尧"

南靖 福建省南靖县检察

院近期建立了$菜单式接访%制度!

在接待大厅公开检察官的姓名#职

务等信息!方便来访群众自主选择"

被选择的接访人员实行首办责任

制! 对于超出自身职责范围或管辖

的案件!要进行协调解决"目前!该

院已接待来信来访
'&

件!均做到息

诉罢访"

)

韩仁奇
+

清远清城 近日 !由广

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检察院拍摄的微

电影&底线'在该市检察机关微电影

评选活动中获得一等奖" 该片以一

个检察官面对诱惑时坚守法治底线

为创意题材! 以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为目的!告诫人们珍惜眼前!远离职

务犯罪"

!曾敏"

拜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拜城县检察院建立健全了检察宣传

工作机制!充分调动干警宣传工作的

积极性*完善了检察宣传工作责任机

制!形成人人参与宣传工作的良好局

面"

"$!%

年!该院干警共在各新闻媒

体刊发稿件
"#&

篇!

"

篇调研文章分

获$新疆+南疆区域法治论坛%和地区

$庆祝建党
,*

周年% 征文一等奖"

!袁文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