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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安 今年以来!湖北

省红安县检察院投资开发的

移动电子政务软件"""#检务

通$!经过几个月的运行!已经

成为干警们实现线上办公的重

要平台%公文阅批&个人日志&

内部邮件&考勤记录&公务用车

申请和审批等!动动手指!便可

通过智能手机上的软件终端予

以完成! 有效提高了行政性事

务的工作效率%

!陈美淮"

明溪
!

月
"#

日 ! 福

建省明溪县检察院新年第一

期 '道德讲堂 $ 开讲 ! 全院

干警共唱道德歌曲 & 吟儒家

经典 & 观看尊老爱亲感人故

事 & 交流人生感悟等 % 该院

每季度开展一次道德讲堂 !

由科室轮流组织%

!黄怀忠"

彭州
!

月
"#

日 !四

川省彭州市检察院两名女干

警组队在该市 '巾帼学法$首

届电视知识竞赛中荣获三等

奖%该院在组队参加竞赛的同

时!积极抽调人力参加组织工

作 !充分利用竞赛平台 !大力

在全市普及妇女儿童保护法

律知识 ! 收到较好的宣传效

果%

!李方华 李鸣"

唐河
!

月
"$

日!河南

省唐河县检察院院史馆建成

投入使用 % 该院史馆面积约

"%&

平方米! 展区共分为业务

兴检 &素质立检 &科技强检等

六大板块( 展示了图片近
%&&

余张!陈列各种奖牌&锦旗&牌

匾 &获奖证书
!&&

余个 !院史

馆的建成对于激励干警传承

优良作风!推动检察队伍建设

和检察业务科学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牛凌云"

沅陵
!

月
"'

日!湖南

省沅陵县检察院开展'爱心一

元捐 $助残助学活动 %捐款主

要用于儿童重大疾病救助以

及对孤儿&孤寡老人&残疾人&

贫困学生等困难群体进行资

助 %此次捐助活动 !使全体干

警的爱民之心真正发自内心!

成为人生观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形成了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的良好氛围!进而促

进全院的队伍建设%

!张清彦 鲁军权"

霍山 安徽省霍山县

检察院拍摄的微电影 )钟声 *

近日在省委宣传部等七家单

位联合举办的#法润江淮共筑

美好安徽$作品征集大赛中荣

获微视频类二等奖%电影通过

当地南岳山悠悠钟声!传达出

激浊扬清 &警钟长鸣之意 %讲

述了国家工作人员收受
"&

万

元贿赂后 ! 游走于购车与退

款之间 ! 最终幡然醒悟的故

事%

!刘君 李豫皖"

大埔 日前!广东省大

埔县检察院被中央精神文明

建设指导委员会授予第四届

#全国文明单位 $称号 %据悉 !

这是该院重建以来获得的最

高荣誉 !该院随即开展了 #面

对全国文明单位 ! 我该怎么

做 $的大讨论活动 %干警们纷

纷表示!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

一样爱护荣誉!时刻规范司法

行为!廉洁文明从检%

!赖惠惠"

巧家
!

月
"'

日!云南

省巧家县检察院举办道德讲

堂活动!活动分为#唱歌曲&诵

经典 &学模范 &发善心 &送吉

祥 $五个环节 !旨在通过活动

让检察干警成为道德的传播

者 &践行者和受益者 !积极弘

扬良好的社会风气!教育检察

干警以道德模范为榜样!在检

察工作中坚守职业良知&守住

法律底线%

(

胡明坤
)

西吉 近日!宁夏回族

自治区西吉县检察院启动了

#每周一文!每月一书!每周一

讲$活动%据悉!该院计划进一

步开展 #书香检察 $等文化育

检活动!大力打造富有特色的

新阵地&新平台&新品牌%

!卢锦荣 姚旭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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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宁
!

月
"'

日! 江苏省

阜宁县检察院组织干警进行春训%

该院邀请资深检察官开展专题讲

座!从切实转变司法理念!强化客观

证据审查! 提高综合素质和法律监

督能力等方面强调司法规范化的重

要性!并通过案例剖析!找出在办案

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规范的情况%

!叶仁青"

博爱
!

月
"'

日! 河南省

博爱县检察院邀请该县法院&公安

局等有关负责人!就如何规范司法

行为进行座谈!虚心征求他们的意

见和建议%与会人员在肯定该院文

明办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等工

作的同时 !就规范出庭着装 &加强

部门沟通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该院

表示将认真梳理!逐项制定整改措

施!进一步规范干警的司法行为%

!孙建设 卢牡丹"

惠州惠阳 近日!广东

省惠州市惠阳区检察院从四个环

节对新招录的干警进行培训!以提

升新入职干警的工作适应能力%该

院以#岗前培训$为起点!培养新人

法律素养和岗位技能 (以 #入职关

爱 $为抓手 !提升新人归属感和荣

誉感 (以 #轮岗锻炼 $为助推 !丰富

新人业务知识和工作阅历 (以 #导

师培养 $为引路 !传授新人学习方

法和工作经验%

!尹丽君"

上犹 近日! 江西省上犹

县检察院重新修订了)职务犯罪案

件举报奖励工作办法*! 以鼓励群

众积极举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

职务犯罪的积极性%该办法进一步

明确了奖励标准&奖励程序及举报

线索保密措施 %今后 !该院将根据

该办法对实名举报有功人员及时

兑现奖励!并严格做好保密工作%

!曹健"

静宁 甘肃省静宁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以 #实行阳光检务!零

距离接触检察工作$为主题的检察

开放日活动%该院邀请了省&市&区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

廉政监督员等社会各界代表来院

了解调研检察工作!征求了他们对

该院检察工作科学发展&健康发展

方面的意见建议%

!张洁"

扎赉特旗 内蒙古自

治区扎赉特旗检察院法警队近日

特邀该旗人民医院工作人员为法

警进行急救知识培训%受邀人员讲

解&演示了在各种突发疾病情况下

的急救办法!法警队员还一一进行

了实践操作%此举旨在帮助法警熟

练掌握急救技能!提高应对处理突

发事件的能力%

!刘贺"

大冶 湖北省大冶市检察

院近日以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

工作为契机 !开展 #千起案件大评

查 $活动 %该院全体检委会委员将

对
%&"*

年办结的
"&!#

件各类案件

进行评查 ! 对于评查中发现的问

题 !及时予以通报 !并要求办案部

门进行整改%

!万维昂"

华蓥 四川省华蓥市检察

院案件管理中心在院领导的指示

下!展开诉讼文书案卷立卷归档问

题调研! 多次与各业务部门探讨!

征求意见建议%近日!根据)人民检

察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等有

关规定和检察工作实际!该院制定

了)诉讼文书类案卷立卷归档办法

+试行,*%

!胡丽均"

涿鹿 近日! 经河北省张

家口市文明办评定并公示!涿鹿县

检察院被评为 #张家口市文明单

位$%近年来!涿鹿县检察院始终把

文明创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

同落实 !开展了 #争做人民满意检

察官$& 学雷锋志愿服务等一系列

文明创建活动! 实现了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

!王春艳"

政和 福建省政和县检察

院近日出台)适用相对不起诉工作

的意见*!形成了#社会调查形成报

告 &检委会讨论作出决定 &案后跟

踪回访帮教$的相对不起诉工作流

程%该意见还对适用相对不起诉案

件主体必须具备的条件作出明确

规定 !以有效预防 #人情案 $#关系

案$#金钱案$的发生%

!邓玉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