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

!"#$

"深龙法民一初字第
##%

号

罗华强# 本院受理郭志存诉你

及民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公司龙岗支公司道路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

日即

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

后第
%

日上午
&

时
%"

分%遇节假日

顺延& 在本院第
'

号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

年
'

月
#

日

!

信息快车
（
!

月
"

日）

!

六七版中缝
"

!

信息快车
（
!

月
"

日）

本栏邮箱
!#"#$%&'$()

见习编辑高 媛

!

二三版中缝
"

本栏邮箱
!#*+$%&,$()

见习编辑高 媛

明光
%

月
()

日! 安徽省

明光市检察院召开检委会! 专题讨

论案件评查方案及评查标准$ 今年

以来! 该院将案件评查作为规范司

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 '重头戏(!

对重点案件每案必评"一案多评!明

确要求分管领导要对分管案件进行

评查!对自侦案件"经检委会研究的

案件实行全覆盖$

!王焕娟"

新晃
%

月
(!

日!湖南省

新晃县检察院检察官应邀到该县

禾滩乡中心学校!为该校近
$""

名

师生举办主题为保护未成年人的

知识讲座$讲课干警通过播放精心

制作的漫画
**+

!为学生讲解了违

法和犯罪的区别和概念!同时对一

些自我保护"应急处理的基本知识

进行宣讲$

!郭显明 蒲晓兰"

连南
%

月
(!

日!广东省

连南瑶族自治县检察院联合团县

委"县教育局在该院青少年法治教

育基地举办以'与法相伴"快乐成

长( 为主题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活

动$活动中!该院向学生代表发放

青少年犯罪预防和维权法治宣传

资料!以法治讲座"图片解说"书画

展览"视频动漫等形式!分析未成

年人易发犯罪的原因及后果$

!杨国亮 葛炼"

沂源 山东省沂源县检察

院近日联合该县公安局召开规范

行政强制措施座谈会$会上!该院

向公安干警介绍了行政强制措施

检察监督的政策"法律依据$双方

还就强制戒毒"查封"扣押财产等

行政强制措施的监督手段"方式进

行了研讨!并达成共识$

!刘振 杜燕"

赫章 贵州省赫章县检察

院近日与该县纪委共同组织县农

牧局"林业局"水利局等涉农部门

负责人参观警示教育基地!并到该

县看守所听取服刑人员现身说法!

希望参观人员能以县域内发生的

职务犯罪案例为反面典型!时刻警

醒自己!做到警钟长鸣$

!张勇"

枝江 湖北省枝江市检察

院近日邀请人民监督员对一起聚众

斗殴案公诉庭审进行'挑刺($受邀

的人民监督员在听庭后!从仪表"庭

审准备"举证质证"语言表达"法理"

逻辑思维" 答辩等方面对公诉人进

行了评议!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并充

分肯定公开听庭这种模式$

!钱春艳"

叶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叶城县检察院深入开展 '争创学习

型检察院! 争做学者型检察官(活

动$ 今年年初! 该院制定并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治和业务学习

的意见*!坚持每月组织一次集体政

治业务学习!每月邀请一位专家!学

者"来院进行专场辅导!切实提升干

警政治业务素质和司法办案能力$

!陈天宝"

西吉 宁夏回族自治区西

吉县检察院近日与该县纪检委利用

村干部培训之机! 组织参加培训的

(,"

多名村干部来到该院预防职务

犯罪警示教育基地参观学习!教育+

引导他们慎用权力"善待人生!牢固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权力观!进一步

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卢锦荣 王少龙"

宝应 江苏省宝应县检察

院近日出台了 )精品案件评选办

法*$该办法从案件评选范围"评选

条件"评选程序"奖励表彰等方面

进行了细致规定!旨在打造出一批

证据把关严"法律适用准确"司法

规范的精品案件$

!龚明涛 梅文燕"

彭州
%

月
%"

日! 四川省

彭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做客成都人民

广播电台!在午间新闻广播)法治大

讲堂* 栏目向该市听众讲述检察故

事!介绍该院'办案看社会!办案为

社会(的司法理念!并结合该院办理

的相关案例! 引导听众摒弃信访不

信法的错误观念! 帮助听众树立学

法守法意识$

!李方华 张毅"

西平
%

月
%"

日!河南省

西平县检察院在所驻社区开展以

'讲法治 话平安( 为主题的综治

集中宣传日活动$检察官青年志愿

者围绕宣传主题! 通过设立咨询

点"发放宣传材料"设置展板等方

式!为群众提供咨询服务!积极解

答综治和平安建设中的热点问题$

!赵洪友"

河口
%

月
()

日!云南省

河口瑶族自治县检察院联合该县

法院"公安局"司法局等单位开展

("'$

年综治维稳宣传月活动 $该

院紧扣'平安河口"法治河口(的主

题!向群众发放涉及人民检察院职

能性质"公民举报职务犯罪须知等

法律宣传资料! 现场接受群众咨

询!引导群众正确表达诉求$

!刘国兰"

沭阳 江苏省沭阳县检察

院近日制定了规范司法行为专项

整治工作活动方案$ 该方案内容

包括组织一次警示教育活动! 开

展一次廉政书画比赛! 观看一次

廉政警示教育片! 举办一次纪律

作风知识竞赛! 召开一次干警家

属代表座谈会! 开展一次征文比

赛等系列活动$

!徐鑫"

崇阳 为深入推进规范司

法行为专项整治活动!湖北省崇阳

县检察院日前研究推行案件 '四

评(机制!即每办一案开展一次'承

办人自评案件"主办检察官点评案

件"分管领导讲评案件"纪检监察

部门考评案件(活动!从司法作风"

办案质量"廉洁从检等方面将案件

综合评定为差"好"优三个等次$

!谭怡军"

舒城 今年以来! 安徽省

舒城县检察院采用 '一日一查看"

一案一评估"一送一审核"一漏一

补送"一错一整改(的工作措施!强

化案件流程监控工作$ 截至目前!

共提示和预警
''

件案件! 审核送

出案件
'"!

件!发现并纠正办案部

门文书使用不当" 错漏
&

件次!向

业务部门发出)案件流程监控通知

书*

!

份$

!彭峥嵘"

融安 广西壮族自治区融

安县检察院近日应依法治县办公

室领导小组的邀请!派员到辖区泗

顶镇中学开展主题为'预防青少年

违法犯罪(的'法律进校园(宣传活

动$检察官从发生在身边的未成年

人违法犯罪事例出发!通过有奖问

答的方式!向学生们讲述哪些行为

是违法"哪些行为是犯罪!积极引

导学生们学法"守法$

!邓蕾"

武山 甘肃省武山县检察

院检察官近日应邀来到该县县委

党校!为参加该县村党支部书记扶

贫攻坚行动专题培训班和先锋引

领行动专题培训班的
%--

名村党

支部书记作了预防职务犯罪警示

教育专题讲座$检察官结合该院查

办的职务犯罪典型案例! 以案释

法"以案明纪!教育引导村党组织

干部依法履职!远离职务犯罪$

!林万里"

南靖 今年以来! 福建省

南靖县检察院通过检察工作信息

平台!定期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及乡镇局委领导干部发送典型案

例"廉政图片"检察亮点工作等!积

极宣传检察工作! 发布警示信息!

促使他们熟悉检察工作!及时了解

检察工作动态$

!叶忠贤"

镇宁 贵州省镇宁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
''

名干警走入各乡

镇!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

工作征求意见(活动$干警们来到

当地乡政府"司法所"派出所等单

位!以发放征求意见表和谈话的方

式!听取意见和建议!接受监督和

评判!深化检察机关司法规范化建

设!提高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

!刘海燕 朱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