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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贵

州省遵义县检察院深入开展

"书香机关#创建活动!该院以

"读好书 $写文章 $修专业 $展

风采 $搞活动 $创特色 %为主

题 !建立检察图书室 !组织开

展读书心得交流$干警风采展

示 $干警文艺作品展览 $读书

笔记展示等活动 !

%

名干警撰

写的调研文书在省级以上刊

物上发表!形成了浓厚的阅读

氛围&

!陈坚"

东台 江苏省东台市

检察院将今年
&

月定为 "检察

文化活动月%!并通过"荐读一

本好书$举办一场检察文化书

画展$ 开展一次廉洁从检箴言

评选$ 组织一次主题党员活动

日%四个主题活动!营造浓厚文

化氛围$丰富干警业余生活&

!孙梅"

永年
&

月
'

日! 河北

省永年县检察院举办了"廉政

在我心 %系列活动 !使廉政文

化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让

干警增长知识!进一步增强了

廉洁自律意识&同时该院还充

分利用新媒体!将廉政格言在

官方微信中展示!充分践行环

保与节俭精神! 营造出廉政$

绿色$创意的文化氛围&

!路晶 李行"

沅陵 近日!湖南省沅

陵县检察院开展"关注空巢老

人献爱心%活动&该院
()

名年

轻女干警组成"老人关爱团%!

分两组深入到太常村空巢老

人家中! 与老人聊天交流!询

问他们的衣食住行$健康状况

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以及需

要帮助和解决的问题! 同时!

干警还为他们送去了慰问金$

衣物等&

!张清彦 陈俊龙"

罗城 近日 ! 广西壮

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检察院在文化橱窗设立了

"善行义举榜%!

($

名干警的

先进事迹分别登上助人为乐$

敬业奉献 $ 巾帼标兵 $ 业务

标兵 $ 群众最爱检察官五个

版块 & 此举充分调动起全院

干警学习身边优秀人物和先

进典型的热情 ! 为进一步推

动检察工作再上新台阶提供

强大的精神动力&

!廖启锋"

水富
&

月
*

日! 云南

省水富县检察院开展"用身边

人讲身边事!用身边事教育身

边人%为主题的"道德讲堂%活

动 ! 其中盐津县检察院检察

官$

!+(&

年云南十大法制新闻

人物 $爱岗敬业 $舍身救人模

范唐仲远的事迹教育该院干

警心存大爱! 积小德成大德!

向"德%致敬!努力提高道德修

养!获得大家一致好评&

!李义梅"

金塔
&

月
'

日! 甘肃

省金塔县院干警积极响应全

县春季义务植树号召!参加义

务植树活动&经过一整天的努

力! 干警们共栽植胡杨树苗$

梭梭等
!"""

多棵! 圆满地完

成了任务& 通过本次活动!干

警们大力弘扬保护环境$护绿

爱绿的文明新风 ! 为绿化家

乡$美化环境贡献了自己的一

份力量&

!王秋菊"

岐山
&

月
'

日! 陕西

省岐山县检察院编印的'预防

职务犯罪漫画图册(印刷装订

完毕!并向辖区各单位免费发

放 &据悉 !该 '漫画图册 (所选

的
*%

幅漫画均是该院干警原

创的作品 ! 漫画构图生动活

泼 !既有辛辣讽刺 !又有正面

弘扬!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白文渊"

临泽
&

月
'

日! 甘肃

省临泽县检察院为该县新华镇

长庄村师生捐赠了
$""

余册图

书! 同时勉励学生努力学好本

领!将来报效社会!表达了干警

们情系教育!关注未来!关爱少

年儿童的健康和成长的爱心&

收到图书的孩子们也纷纷表达

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张永银 胡勇"

喀喇沁旗
&

月
,

日 !

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检察院派

驻牛家营子检察室根据该院规范

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认真

组织辖区内的检风监督员和检察

联络员开展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

见建议!查找司法办案方面存在的

问题!切实整改工作中的 )庸 $懒 $

散%"拖$浮$粗%问题&

!吴刚"

梓潼
&

月
)

日!四川省梓

潼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应邀请为该

县纪检干部上职务犯罪预防课&授

课人结合新形势下检察机关的职

能和办案特点!围绕修改后刑诉法

给职务犯罪侦查带来的机遇和挑

战 ! 从贪污贿赂类犯罪案件的构

成$检察机关办案方式转变等方面

作了解读! 并结合案例以案释法!

警示县纪检干部珍惜党和人民给

予的权力!筑牢廉洁防线&

!白福家 赵银熙"

寿光 山东省寿光市检察

院未检科干警近日与该省检察院

未检处检察人员走进该市职业教

育中心学校 !举办法治报告暨 "齐

鲁未检 %微信宣传会 !结合生动的

案例作了未成年人预防刑事犯罪

报告!宣传了检察机关未检工作和

"齐鲁未检%微信!并向同学们发放

未成年人预防犯罪手册&

!刘明福"

长顺 贵州省长顺县检察

院近日与该县环保局等单位共同

签订'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员单位

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工作机

制 *试行 +(&该制度明确了适用范

围和职责$案件移送的职责和程序

以及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等内容!为

更好地惩治和预防破坏生态环境

资源犯罪提供了制度保障&

!钟连生"

昭苏垦区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昭苏垦区检察院日前对

涉罪未成年人家长进行法治教育!

重点讲授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和

未成年人在成长期间所面临的心

理问题!向家长介绍帮助涉罪未成

年人解决可能存在的心理负担的

有效举措 !引导 $帮助涉罪未成年

人重新回归家庭$学校和社会&

!闫峰"

清苑 河北省清苑县检察

院近日举行职务犯罪预防局成立

揭牌仪式 &仪式结束后 !该院检察

长主持召开了预防工作座谈会!对

预防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汇报&出

席会议的相关领导对该院预防工

作给予肯定!希望该院以预防局的

成立为契机!着力打造预防工作亮

点!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作出新贡献&

!陈沛"

沁县 山西省沁县检察院

近日召开附条件不起诉案件听证

会& 此次听证会由人民监督员$犯

罪嫌疑人$被害人以及侦查机关代

表等组成 &会上 !与会各方就该案

的事实和证据$ 拟不起诉的理由$

犯罪嫌疑人的悔罪态度等进行了

讨论!最后一致同意对犯罪嫌疑人

作附条件不起诉处理&

!关爱峰"

尤溪 福建省尤溪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明责任$守底线$强作

风 %专项检务督察活动 &此次活动

以)五个重点抓住$五个着力解决%

为主要内容!着力解决在执行工作

纪律$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以提高检察机关的公信力&

!罗晓红"

汝城 湖南省汝城县检察

院近日按照'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

治工作实施方案 (的安排 !认真开

展自纠自查活动&该院各内设机构

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对照司法规

范的标准和要求!结合八个方面的

突出问题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发现

问题主动改进!限时提交自查报告

和整改方案&

!卢文龙"

响水 江苏省响水县检察

院日前借助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从

受理到结果全程对案件进行动态

监督!对流程监控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开展调研分析 !查找规律 !定期

进行通报 &同时 !还在业务部门和

案件管理部门分别设置流程监督

员!随时监控网上业务流转情况&

-

于江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