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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来识#本院受理尤金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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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
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德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深圳
市海威机电有限公司诉你票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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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宝法民二初
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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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

日内到
本院立案大厅诉讼材料接收室

(

号信箱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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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编辑孙艳敏

馆陶
$

月
')

日!河北

省馆陶县检察院请来全国模

范检察官)山东省聊城市东昌

府区 *白云热线 +办公室主任

念以新 !给该县国税局 )地税

局
'%"

余名干部职工上了一

堂预防职务犯罪法治教育课"

念以新结合典型案例作了深

入剖析!提醒听课人员要履职

尽责!为国聚财!廉洁奉公"

!马书征 韩峰"

岐山
$

月
')

日!陕西

省岐山县检察院制作的预防

职务犯罪电视专题片 &忏悔'

在该县礼乐广场大屏幕滚动

播出! 受到过往群众好评"该

片以腐败落马的一位局长给

女儿的信为主线!穿插了其从

政到堕落的全过程!折射出其

一步步蜕变的扭曲人生!揭示

了贪腐给家庭)单位和社会带

来的巨大危害!给人以强烈的

视觉冲击和内心震撼"

!白文渊"

沅陵
$

月
')

日!湖南

省沅陵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张

辉煌给该县凤滩电厂
'""

余名

干部作了预防职务犯罪专题

法治讲座!拉开了预防职务犯

罪课堂进社区活动的序幕"据

了解! 这项活动为期一年!该

院为此专门制定了&预防职务

犯罪课堂进社区活动方案 '!

将针对近年来发生的社区干

部职务犯罪案件!着重分析犯

罪的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预

防对策!以增强社区居民的法

治意识"

!张清彦 向敏"

酒泉 近日!甘肃省酒

泉市检察院预防处干警为全

市社区矫正助理员上了一堂

预防职务犯罪法治教育课"预

防干警从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的反腐举措)查处的大要案入

手!结合发生在司法行政系统

的典型职务犯罪案例!深入分

析了典型职务犯罪的发生原

因 )特点及危害 !警示社区矫

正执法人员警惕身边的诱惑!

认真履职!规范执法"

!张瑛"

桐柏 为进一步加强

党风党纪和廉洁从政教育!近

日!河南省桐柏县检察院组织

干警到该县反腐倡廉警示教

育基地接受警示教育"干警们

观看了警示教育图片展!聆听

了一场廉政教育党课!留下了

一句廉政感言!写了一篇廉政

心得体会文章 " 他们纷纷表

示 ! 这次活动让他们深受教

育!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廉洁

自律!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

德防线"

!周闻胜 乔梁 涂湘"

北京顺义 近日!北

京市顺义区检察院检察官到

该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

办了 ,做廉洁的 -舌尖监管

员./法治宣传活动%检察官结

合典型案例!讲解了食品药品

监管领域职务犯罪的危害)发

生原因 )追诉标准 !提出了有

针对性的预防对策!并提醒现

场
!""

余名干部要严格规范

执法 !为保障人民 ,舌尖上的

安全/作出贡献%

!郭航"

魏县 河北省魏县检

察院近日与该县民政局联合

制定了&关于加强社会救助领

域职务犯罪专项预防工作实

施方案'!将低保)优抚)救灾)

救济等社会救助资金列为专

项预防工作的重点!将通过开

展预防教育 )预防调查 )案件

剖析等活动!预防社会救助领

域职务犯罪发生%

!王国庆"

郎溪 近日!安徽省郎

溪县检察院预防部门检察官

给参加该县农村基层党员干

部党风廉政教育培训班的全

县
'"

个镇
'""

余名村干部作

了预防职务犯罪专题法治讲

座%检察官结合近年来发生在

农村的基层干部职务犯罪典

型案例!详细分析了农村基层

干部职务犯罪的特点) 原因!

提醒村干部用好手中的权力!

廉洁奉公!警钟长鸣%

!费玲 孙辉"

萍乡湘东
$

月
')

日!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检察院组织全

院干警开展,每周一课/学习活动!

这是该院在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

整治工作的中一项重要内容%,每周

一课/实行干警每周轮流负责制!轮

到的干警提前一周收集学习资料!

先行学习消化! 在集中学习时进行

领学!并由检察长进行点评%

!钟萍"

厦门集美
$

月
')

日!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检察院 ,校园

阳光工作室/ 干警来到集美大学诚

毅学院! 与该校
'""

多名大学生开

展,阳光校园!检校共建/活动%活动

中! 干警与大学生共同欣赏由该校

法学专业学生自编自演的 &监狱风

云'等法律类节目%观影结束后!该

院干警还与诚毅学院法律践行社学

生代表进行座谈! 探讨更好地开展

,检校共建/活动的方法%

!张蕊"

安吉 浙江省安吉县检察

院案管中心近日出台了&赃证物管

理制度规定'% 该院根据全国检察

机关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

的部署要求!通过制度保障)集中

管理)专人负责等举措!加强对办

案中涉案赃款)赃物)证物的管理!

以确保涉案赃款)赃物)证物的保

管)移送安全%

!王炳炎"

同心 近日! 宁夏回族自

治区同心县检察院结合规范司法

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开展!举办了

,听庭评议/活动 %该院特邀
'!

名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

参加!对公诉人在庭审过程中的举

证) 辩论等方面的表现进行打分)

点评%

!马维荣 杨娇媛"

金堂 四川省金堂县检察

院日前联合该县职业高级中学开

展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自我保

护/主题讲座%该院未检部门干警

结合办案实际和未成年人犯罪特

征!通过讲故事)看电影)赠书籍等

形式!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相关法

律知识!不断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杨婷"

阳高 山西省阳高县检察

院近日就拟不起诉处理的一起非法

储存爆炸物案召开听证会! 这是该

院首次探索在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

引入听证程序% 该院邀请人大)政

协)法院代表以及律师等参会!充分

听取嫌疑人和被害人等听证参加人

的意见%经过,面对面/的质询和辩

论! 听证代表最终认为此案关键性

证据缺失!建议对该案不起诉%

!郝日新"

砀山 安徽省砀山县检察

院,一站式/服务中心日前挂牌成

立% 该服务中心设有举报接待处)

控告申诉接待处)行贿犯罪档案查

询接待处)案件管理接待处等接待

室!将进一步畅通群众的诉求表达

渠道!帮助群众疏导情绪 !为来访

人员提供高效)便捷的优质服务%

!段进亭 朱爱东"

乐亭 河北省乐亭县检察

院近日以规范规章制度为突破口!

加强司法规范化建设%该院对案件

的受理)立案)侦查)审查)结案)决

定移送等环节! 建立前后相连)环

环相扣的办案流程!严格各环节办

案责任和审批手续0对执法办案过

程中出现的过错!严格按照责任追

究办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杜

绝和减少案件中的违法违纪行为%

!周宝明 李美婷"

民乐 近期! 甘肃省民乐

县检察院组织干警深入该县
'"

个

乡镇开展涉农资金专题预防活动%

通过法治讲座)发放材料 )座谈讨

论等形式! 督促各乡镇干部慎用

权)讲廉洁%同时!建立完善涉农资

金管理制度!确保惠农政策不折不

扣地落到实处%

!夏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