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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溪
!

月
"#

日! 安徽省

郎溪县检察院组织青年干警走进

该县中小学校为学生上法治教育

课"该院干警针对中小学生法律知

识淡薄 ! 缺少自我保护意识等特

点! 选择未成年人犯罪典型案例!

采用通俗易懂# 以案释法的方式!

告诫学生要提高法律素质!增强法

治观念"

!费玲 李伟"

常山
!

月
"$

日! 浙江省

常山县检察院组织全体干警集中

观看电视专题片$作风建设永远在

路上%%%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正风

肃纪纪实&"观看结束后!干警们纷

纷表示!要树立自警#自省#自律意

识 !严守中央八项规定 !维护好清

正廉洁的检察队伍形象"

!曾榴榴"

福安 近日! 福建省福安

市检察院政治处主任池巧珍带领

该院助推企业发展办公室工作人

员先后走进福建城湖茶叶有限公

司#福建省通力电机有限公司等企

业开展帮扶活动 "活动中 !池巧珍

向企业通报了该院助推企业发展

的工作方案!并对企业提出的相关

法律问题进行一一解答" 据悉!该

院自今年开展助推企业发展工作

以来!共挂钩帮扶企业
"%&

家"

!吴建江"

邓州 今年以来! 河南省

邓州市检察院以争创全国文明单

位为契机!找准精神文明建设和检

察工作的结合点!在全院积极开展

'创先争优 #岗位建功 (活动 !通过

开展优秀检察官# 优秀侦查员#优

秀公诉人和办案能手等先进模范

评比活动!激发干警的工作热情"

!赵博 马海洋"

伽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伽师县检察院自开展规范司法行

为专项整治活动以来!坚持以检察

干警纪律作风建设为抓手!将学习

教育作为主线 "近期 !该院党组决

定利用一个月的政治理论学习时

间 !在全院干警中深入开展 '从检

禁令 (学习教育活动 !切实提高检

察人员对廉洁#规范从检重要性的

认识"

!袁伟超"

雷山 贵州省雷山县检察

院日前邀请该县法院# 公安局#司

法局等单位和律师代表召开座谈

会 "会上 !该院向与会人员介绍了

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

的目的和意义!主动征求他们对检

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向他们了解

检察机关在司法办案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

!刘鹏飞"

富川 广西壮族自治区富

川瑶族自治县检察院近日组织公

诉#控申等业务科室干警到县城新

建路开展法治宣传!向过往群众讲

述网络#电视购物及现实购物时侵

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及消费者权

益被侵害后的维权方式# 途径!还

对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

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了宣讲"

!罗扬权 古明栋"

靖州 湖南省靖州县检察

院日前成立了预防工作领导小组!

专门负责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环节职

务犯罪预防工作"近年来!该院预防

部门主动与反贪#反渎#侦监#公诉

等部门沟通协调!形成合力!通过召

开两法衔接联席会#座谈会等形式!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情况通报# 信息

共享!及时获取第一手资料"

!谌亚男"

泾源 宁夏回族自治区泾

源县检察院近日组织全院干警认真

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

厅近日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规范刑

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

对照检查办案中扣押# 冻结的涉案

款物管理是否合法#规范!并结合规

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 健全了

处置涉案财物的程序和制度"

!鄢智勇"

灵台 甘肃省灵台县检察

院干警近日深入辖区部分乡镇 !

结合该院
&%"'

年查办的村干部侵

吞村民危房改造资金的案例 !对

当地村干部进行警示教育 " 通过

剖析案件特点 # 发案原因和犯罪

结果 ! 引导村干部深刻认识职务

犯罪的危害性 ! 教育他们自觉学

法#用法#守法"

!曹宏"

彭州
!

月
"#

日!四川省彭

州市检察院制定出台人民监督员听

证职务犯罪实名举报不立案情形监

督工作制度" 该制度要求经该院办

案部门初查! 对实名举报的职务犯

罪案件线索不予立案的情形全部纳

入人民监督员监督程序! 并采取听

证 #说理 #通报的形式 !向实名举报

人释法说理! 保证实名举报人得到

满意的答复"

!李方华 孙国均"

高唐
!

月
"$

日!山东省高

唐县检察院检察官应邀为该县尹集

镇新上任的农村'两委(成员上法治

教育课" 该院检察官结合国家反腐

倡廉新形势! 讲解了职务犯罪的特

点 #原因 #危害等 !剖析了职务犯罪

的根源! 并提出有针对性的预防建

议"

!杨兆峰"

含山 安徽省含山县检察

院近日出台 $检察监督联络员管理

办法&!对检察监督联络员的聘任条

件#聘任期限#权利义务等作了详细

规定! 明确了检察监督联络员系信

息员 #宣传员 #调解员 #联络员及监

督员的工作职责" 此举将进一步拓

宽检察机关联系与服务群众的途

径! 有效畅通检察机关联系基层的

渠道"

(

黄宁 赵玉奇
)

石嘴山大武口 宁

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检

察院检察官近日以'规范司法行为!

提高案件质量!形成打击合力(为主

题! 为该区公安分局干警讲授业务

课"授课人以'在法庭上!只有证据!

没有事实(这句法谚作为开篇词!结

合刑事诉讼法的要求以及检察机关

法律监督职能! 从实体和程序两个

方面进行详细讲解"

!张卓 李海东"

沽源 河北省沽源县检察

院近日积极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

整治工作" 该院进一步细化了专项

整治工作的目标任务#工作责任等!

全面梳理了各部门存在的问题 !制

定了整改措施和实施方案"同时!联

合纪检部门开展检务督察活动 !加

强对司法活动的管理和监督"

!齐九燕"

南安 近日!福建省南安市

检察院建立领导带头#骨干带动#全

员参与的 '论文导师制 (新模式 "该

院还成立导师联系小组! 每位院领

导与
&

名以上干警建立联系! 指导

他们做好调研文章的选题和写作 !

由干警进行基础调研和文字撰写 !

并通过以院领导为导师的联系小组

进行探讨#修改#把关"

!王丽青 傅晓云"

科尔沁右翼前旗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检

察院的
"%

多名兼职法制副校长近

日分赴受聘的中小学校 !为在校师

生上 '开学第一课 ("法制副校长结

合该院近年来办理的未成年人犯

罪典型案件 ! 对青少年犯罪的原

因 # 心理及后果等进行了深刻剖

析 !并就如何预防违法犯罪提出了

对策和建议"

!胡艳新 蔡玉权"

泾川 今年以来!甘肃省泾

川县检察院按照最高检的要求认真

推行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告知卡&#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监督卡& 制度!

由纪检干部在预防干警开展警示教

育等工作后 !将 '两卡 (交给预防工

作对象!提醒#督促预防工作对象监

督干警的行为"

!李金红 朱小莉"

海宁 浙江省海宁市检察

院近日与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举

行合作共建暨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

学院教学与研究基地(授牌仪式"这

也是该院首次引入'检校共建(模式

与高校开展合作! 将高校丰富的学

术及教育培训资源与检察队伍建设

紧密连接! 实现理论与实务相互结

合#相互促进"

!高峰"

镇江丹徒 江苏省镇江

市丹徒区检察院规范司法行为专项

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将整理出的

"%

个党的重要会议及领导讲话文

件#

"%

项相关规章制度作为干警日

常学习的素材! 并为各支部和科室

下发统一印制的工作记录本! 要求

全体干警原原本本学#认认真真悟!

确保干警学深#学透"

!王伟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