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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万伦!杜齐兴"本院受理原告黄景龙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查封财产清单$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
副本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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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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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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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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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出庭!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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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伊斯丹顿家具有限公司! 黄伟图" 本院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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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第十审判庭公开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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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龙法民二初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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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案%本院受理原告黄字
典诉被告你两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两方下落不明!现
向你方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告知审判庭成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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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

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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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 请准时到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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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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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检察院邀请

该区国土资源局 $ 商务局等有关

部门参加破坏环境资源和危害食

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

动联席会议% 会议对
%"+*

年此项

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了总结 ! 对

今后的工作进行了部署 ! 确立了

以侦查监督部门为牵头机构 ! 会

同辖区内公安机关及有关行政司

法机关共同推进专项活动开展的

工作机制%

!王前勇"

合水 甘肃省合水县检察

院检察长近日对班子成员进行了

第二次集体约谈!要求班子成员始

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审时度势!正

确把握检察工作的前进方向(始终

要讲政治守规矩!心中有戒!将)两

个*责任内化于心!外践于行(始终

心存敬畏 !牢记使命 !自觉做法治

社会建设的维护者和推动者!不断

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陈国柱"

华县 陕西省华县检察院

近日对保密部门和业务科室的计算

机进行全面检查! 对全院内局域网

和互联网实行物理分离! 严禁交叉

连接使用% 该院还要求网管员定期

对办公计算机进行检查维护! 升级

系统补丁与杀毒软件! 以确保检察

内网信息安全!网上办案正常运行%

!张拴新"

平武 今年
)

月以来 !结

合正在开展的规范司法行为专项

整治活动!四川省平武县检察院推

出廉政监督员制度!还先后制定并

下发了 "廉政监督员工作办法
,

试

行
-

+和"关于任命廉政监督员的通

知+!并在侦监$公诉$反贪$反渎等

重点办案部门选任了
*

名廉政监

督员!对本部门人员遵守党纪检纪

和勤政廉政情况进行监督!对发现

干警存在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进

行纠正%

!黄波"

都昌 江西省都昌县检察

院在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

活动中!探索建立案件质量负面清

单制度 %近日 !该院将第一季度评

查的侦监 $公诉 $反贪案件中存在

的
(

个问题列入案件质量负面清

单!在院务会上公布 !并书面通报

全院!督促整改 !要求全院对照检

查!吸取教训 !坚决杜绝类似问题

再次发生%

!李定华"

赞皇 近日! 在河北省赞

皇县县委 $县政府开展的 )党风廉

政建设,两个责任-考核检查*工作

中!赞皇县检察院的检务公开工作

受到了高度称赞 %据了解 !该院主

动接受社会监督!一季度开展一次

检察开放日活动!还开通了门户网

站和微博 $微信平台 !对案件和重

大事项进行网上公开!受到了群众

的广泛赞扬%

!张卫中"

射阳 近期! 江苏省射阳

县检察院开展案件质量 )回头看*

活动 ! 对
%&+*

年评查的反贪 $反

渎$侦监 $公诉和民行等部门办理

的
$*%

件案件 !从实体 $程序两方

面进行逐案$逐项复查%此外!还重

点跟踪核查日常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是否整改到位!针对重复出现的

问题进行分析! 提出整改建议!并

书面通报相关部门%

!吴从涛 丁琳"

绥江 云南省绥江县检察

院日前在该县范围内开展)廉政访

谈 $法治宣传 $警示教育 *三项活

动%期间 !该院在当地电视台播放

了廉政访谈节目! 向政府机关$国

有企业等部门 $行业发放 .行贿犯

罪档案查询工作流程 # 等宣传资

料!组织县直机关等部门主要领导

到该院$县看守所接受廉洁从政警

示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邓勇"

城固
*

月
'

日! 陕西省

城固县检察院未检科干警走进该

县中小学校!为学生送上法治安全

教育课%针对中小学生法律知识贫

乏$ 缺少自我保护意识等特点!该

院干警选择了未成年人犯罪典型

案例!以案释法!告诫学生们要提

高法律素质!增强法治观念%

!王书尘"

远安
*

月
'

日!湖北省远

安县检察院联合该县纪委$ 财政局

开展规范涉农职务犯罪专项预防工

作%该院成立专门的工作队!先后深

入辖区
'

个乡镇! 通过听取涉农惠

农项目落实及资金的管理发放情况

介绍$查看年度明细账册$进村入户

实地走访调查等形式进行跟踪督

查%同时!对检查中发现的惠农项目

执行不力等提出纠正整改意见%

!陈双全"

德清
*

月
'

日!浙江省德

清县检察院首次召开不起诉案件

听证会% 此次听证会由人民监督

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
*

位听

证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以及侦

查机关代表等组成%会上!检察官

对案件事实$证据$适用法律进行

了阐述!听证参加人各自发表了辩

解和意见!并对该案进行了讨论%

!田婧"

科尔沁右翼前旗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检

察院近日组织干警走上街头!开展

集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职务犯罪预

防和举报宣传为一体的综合性法

律宣传活动%该院干警在街头设立

宣传点!以现场咨询$发放宣传材

料等方式!就群众关心的涉法问题

进行解答%

!胡艳新 蔡玉权"

安仁 湖南省安仁县检察

院监所检察官近日走访该县法院

刑事庭$公安看守所$法治大队和

司法社区矫正室等业务部门!了解

监所检察官是否存在不规范司法

行为! 并对收集的意见进行梳理$

汇总和分析!制订不规范司法问题

整改)清单*和有针对性的整改方

案!以确保整改到位%

!陈坚"

建宁 福建省建宁县检察

院近日按照.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

治工作方案#的要求!组织案管办$

公诉$侦监$民行等部门对
+(('

年

以来该院印发的指导办案工作的

业务规范性文件开展了一次专项

清理%该院专门成立了以检察长任

组长的清理工作领导小组!其间共

清理业务规范性文件
)&

件%

!邓高彬"

前郭尔罗斯 今年

以来!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

治县检察院在规范司法行为专项

整治活动中!重点加强对新入职干

警的司法规范化理念教育!通过培

训$考核!使新入职的干警熟练掌

握 .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

和相关办案管理规定!从而不断提

升检察干警严格规范司法的职业

素养和专业水平%

!于耀辉"

西峡 河南省西峡县检察

院近日与该县法院$公安局$司法局

联合开展)法律进基层*普法活动!

通过展板上街头$普法入社区$讲课

进企业$公诉入庭院$报告会进校园

等多种形式! 提升基层干部群众和

青少年学生的法律素养! 努力打造

平安社区$平安校园$平安企业%

!马志全 张宇"

三台 四川省三台县检察

院近日从该院综合部门和主要业

务部门精心挑选出
+&

名责任心

强$有较强网络写作经验的干警组

成网评员队伍!及时搜集网络上涉

及该院的倾向性$ 苗头性舆情!并

通过该院)两微一端*发布宣传信

息和正面评论! 最大限度地传递

)检察正能量*%

!杨伟"

赤城 河北省赤城县检察

院去年以来严格规范量刑检察建

议!建议人民法院慎用减轻处罚和

判处缓刑!依法对涉毒犯罪分子判

处监禁刑!并加大财产刑的惩罚力

度!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价值评

判功能和引导功能% 截至目前!该

院已累计办理各类涉毒案件
+%

件

+.

人! 除
#

人因患病被判处管制

外!其余均被依法判处实刑%

!迟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