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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城
!

月
"!

日! 安徽

省蒙城县检察院组织干警在当地

历史文化广场开展综治普法宣传

活动"通过发放普法宣传材料#提

供现场法律咨询等形式! 向群众

介绍检察职能!普及法律知识!帮

助和引导广大群众提高法治意

识"

!丁杰 丁亮"

秭归
!

月
"!

日! 湖北

省秭归县检察院驻村工作队深入

磨坪#水田坝乡各联系村!宣讲法

律政策!了解社情民意!同时积极

宣讲党的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

和中央#该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通过走访调研! 全面掌握群众需

求!并结合实际!合理确定工作任

务和目标"

!郑军"

台江 贵州省台江县检

察院班子成员近日深入当地乡镇

及辖区行政村!开展主题为$传递

法律关怀!促进依法治县 %的 $走

基层#进社区%活动 "该院副检察

长带队深入该县台拱镇文山村 #

老屯乡老屯村!走访农户!与其座

谈交流! 宣传法律知识和检察工

作!现场解答群众的法律咨询"

!欧辉"

重庆长寿 今年以

来! 重庆市长寿区检察院在坚持

$一案一回访%的基础上 !又采取

专门听取案件当事人意见的方

式!开展案件回访监督 "近日 !该

院纪检监察部门针对
#$"!

年办

结的
%

件自侦案件进行了集中回

访! 其中有
&

件听取了发案单位

的意见!

'

件听取了犯罪嫌疑人的

意见"

!宁玲玲"

大荔 陕西省大荔县检

察院近日制定了 &规范司法行为

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成立了

活动领导小组和督导组! 设立了

专门的办事机构" 该院分管副检

察长按工作分工进行督导检查 !

重点查看干警在职务犯罪侦查 #

侦查监督# 刑罚执行等环节是否

存在作风简单粗暴等违法违纪行

为"

!李大跃"

阳高 近日! 山西省阳

高县检察院举行派驻东小村镇和

该县工业园区检察室揭牌仪式 "

这两个派驻检察室覆盖辖区
()

个乡镇和一个工业园区! 将在搞

好法律监督的同时与检察院做好

配合!为当地群众提供法律服务!

同时抓好检察宣传工作"

!郝日新"

南安 日前! 福建省南

安市检察院积极回应泉州$两会%

期间人大代表提出的提高行贿犯

罪档案查询服务质量的建议 "收

到建议后!该院立即行动!在案管

大厅设置专门的行贿犯罪档案查

询窗口!并在$两微%平台#查询窗

口等公布查询时间# 办理手续及

预约电话等"

!陈宝霖 傅晓云"

郁南 广东省郁南县检

察院积极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

整治工作!自觉接受监督!排查摸

底司法不规范问题"近日!该院派

出班子成员分别走访分布在辖区

*+

个乡镇的$阳光检务%信息联络

员! 听取他们对检察工作中规范

司法行为的意见和建议! 并认真

梳理总结"

!朱碧霞"

修水 江西省修水县检

察院近日对反贪#反渎#公诉等主

要业务部门第一季度办结的
),

起案件进行了评查" 在全面汇总

评查意见后! 该院将最终结果在

全院范围内进行了通报! 要求各

业务部门对照问题!深究原因!认

真整改!并继续严格开展自查"

!高英"

横县 广西壮族自治区

横县检察院近日组织人民监督员

召开会议! 对一起拟不起诉的职

务犯罪案件进行监督评议" 该院

自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

作以来!通过邀请人大代表#人民

监督员视察评议工作! 回访办案

单位和深入基层听取意见等方

式! 认真查找问题! 及时进行整

改! 推动了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

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屈国"

浦北
!

月
*!

日!广西壮

族自治区浦北县检察院出台了&党

组书记约谈制度'" 该制度明确规

定院党组书记对领导班子成员和

干部队伍在$四风%问题#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等方面出现苗头性#倾向

性问题时必须及时约谈!以进一步

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促

进工作规范#高效"

!陈梅丽"

睢宁
!

月
*)

日!江苏省

睢宁县检察院深化案件信息公开

工作的电视报道在该县电视台黄

金时段播出! 收到较好的社会反

响"近年来!该院在积极开拓新媒

体宣传领域的同时!大力加强与报

刊#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沟通 !形成

功能互补#便捷高效#覆盖广泛的

检察宣传网络"

!王威 许苗苗"

泾源
!

月
*)

日!宁夏回

族自治区泾源县检察院邀请该县

第一中学的部分学生代表到该县

法院旁听庭审!让学生们$零距离%

接触案例"庭审结束后!该院干警

还为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

课! 以增强青少年的遵纪守法意

识!促使他们远离违法犯罪"

-

雒晓宁
.

沅陵 湖南省沅陵县检

察院近日出台了 &关于检察创新

工作项目化管理的实施方案'" 该

方案明确了创新工作组织机构 !

决定成立创新工作领导小组 ! 要

求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 # 督促指

导# 理论研究# 成果提炼等工作!

形成一级抓一级 # 层层抓落实的

工作格局"

!张清彦 全建辉"

隰县 山西省隰县检察

院近日对一起拟作不立案处理的

农村基层组织干部涉嫌经济犯罪

案召开公开听证会"会议邀请当地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

等参与!该院办案人员和相关部门

干警参会"会上!办案人员对案件

事实证据和办理情况进行详细汇

报!与会人员结合案情深入阐述了

各自意见"

!赵磊 乔冠文"

营山 四川省营山县检

察院日前按照上级检察院关于开

展案件质量评查工作的要求和部

署!成立以检察长为组长!副检察

长#政治处主任及纪检组长为副组

长的案件质量评查工作领导小组!

按照&案件质量评查标准'!随机抽

取
!,

件案件进行评查"

!龙辉"

务川 日前!贵州省务川

县检察院针对该院年轻干警较多#

办案经验不足等现实 ! 决定开展

$干警素质能力培训月%活动"该活

动将利用每周周一至周四晚上的

时间! 由院领导及各业务科室骨

干!就规范办案#办案经验等内容

进行授课! 培养干警一专多能!提

升干警整体业务水平"

-

何强
.

费县 山东省费县检察

院近日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

新媒体宣传工作的规定'" &规定'

对新媒体的版面设计# 宣传内容#

流程管理# 上报和网络平台的运

行维护等作出了详细规定 ! 同时

要求全体干警高度重视微信 # 微

博等新媒体的作用 ! 不断丰富宣

传内容! 用群众语言讲好检察故

事"

!冯玉晓 张庆莉"

龙岩新罗 福建省龙

岩市新罗区检察院近日出台&律师

查阅#摘抄和复制案卷材料暂行规

定'!对律师身份审核#接待登记 #

阅卷范围和预约等进行详细规定!

注重辩护律师提出的罪轻#无罪的

信息!认真审核#做好记录并附卷"

去年以来!该院共接待安排律师阅

卷
"/0

人次"

!林文琦 林宇田"

德安 今年以来!江西省

德安县检察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

事案件中创新建立$三必见%制度!

即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必见#未成

年人老师必见#未成年人社区代表

必见!以详细了解未成年人的家庭

环境#成长经历#在校表现#社区表

现等情况!以此判定是否对未成年

人进行批捕#起诉和开展社区矫正

帮教工作"

!王海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