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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宁 河南省洛宁县检

察院近日向该县人大常委会报

送了 !

!"#"$!"%&

年惩治和预

防村级干部职务犯罪综合报

告"#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永

林作出批示# 对该县检察院惩

治和预防村级干部职务犯罪工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霍仙杰 高刚"

兵团第四师 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检察分院

近日主动邀请人民监督员对今

年已办结的的侦查监督案件进

行评查$人民监督员以随机抽查

的方式#对抽查的
%'

件案件进

行个案审评#并对被评查的案件

填写%案件质量监督评查卡&$

!闫峰"

浦城 福建省浦城县检

察院近日启动班子成员' 部门

负责人与省'市'县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定向走访联系制度 #

明确定向走访具体名单# 通过

走访'发送信函'电话短信微信

等方式进行联系# 受到代表委

员好评$

!陈金英 叶向仁"

巧家 云南省巧家县检

察院近日联合该县法院到案发

地噜鸡村对两起非法种植毒品

原植物案公开开庭审理# 邀请

该县乡人大代表' 在校学生及

周边群众共
!""

余人参与旁

听$此举让群众%零距离&观摩

庭审#达到了贴近群众'方便群

众和普法宣传目的# 受到广大

群众的一致好评$

(

胡明坤
)

长丰 安徽省长丰县检

察院在近日进行了规范司法行

为专项整治活动# 该院党组成

员分别到该县的乡镇和县直单

位登门走访市县人大代表和政

协委员#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

征求意见函等方式# 就规范检

察干警执法行为征求人大代表

和政协委员的意见和建议 #自

觉接受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

监督$

(

朱玉胜
*

道真 贵州省道真仡佬

族苗族自治县检察院近日以印

发执法调查表的形式#向该县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以问卷调查方

式调查当前在规范执法方面存

在的问题#征求对检察机关开展

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活动的

意见和建议$该院通过外部监督

提高规范司法水平#为规范司法

营造了良好氛围$

+

刘玉国
*

泸州江阳 四川省

泸州市江阳区检察院近日以

%打造阳光检务# 规范司法行

为& 为主题举办检察开放日活

动$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

民监督员'律师以及该区法院'

区公安分局的代表等
%,

余人

走进检察机关#零距离感受%阳

光检务&$

!梅登 钟铃"

成武 山东省成武县检

察院近日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

规范剥夺政治权利人员刑罚的

执行活动$ 人民监督员通过听

取公安机关的汇报' 查阅工作

档案和了解相关帮助措施 #对

于零脱漏管的情况给予肯定$

!李堂军"

吴川 广东省吴川市检

察院近日给参加吴川市
!,%-

年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赠阅 !吴川检察代表委员联络

画册"#通过画册以图文并茂的

形式展示该院近年来检察工作

的开展情况# 让代表委员更直

观地了解各项检察工作# 此举

受到与会代表委员的好评$

!张东兴"

大丰 江苏省大丰市检

察院近日邀请辖区内部分省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特约检察

员' 人民监督员观摩了该市重

大职务犯罪案件庭审$ 代表委

员主要从公诉人个人出庭形

象'言语表达能力'庭审答辩方

式等方面进行了现场考评打分

和评价# 并提出了广泛邀请相

关人员参与旁听' 现场接受警

示教育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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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宋荣翔

关岭
&

月
!.

日# 贵州省

关岭县检察院举办以 %基层检察院

建设&为主题的检察开放日活动$受

邀的部分市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机关干部等社会各界人士走进该

院#参观了该院荣誉室'陈列室'案

件管理办公室'办案工作区等场所#

零距离接触检察工作$

!姚稚虺"

文山
&

月
!!

日# 云南省

文山市检察院检察官来到该市第

三中学举办%关爱明天'普法先行&

专题法治讲座$授课检察官从
!,,&

年以来受理审查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的情况出发# 结合真实案例#阐

述了普法'学法'守法的意义#并对

几种常见的未成年人犯罪进行细

致讲解$

!殷策俊 赵文"

沈阳铁西 辽宁省沈

阳市铁西区检察院将 %三严三实&

精神贯穿于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

治工作中 $近日 #该院以科室为单

位# 对不规范司法行为进行查摆#

坚持问题导向# 下大力气整改$同

时#加强对全体检察人员的党性教

育#不断激发他们参与专项整治工

作的积极性'自觉性$

!铁西宣"

社旗 河南省社旗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送法进校园&宣传周活

动#组织
#-

名法治副校长及未成年

人办案组干警走进校园# 讲授违法

犯罪的危害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

作成效# 并播放了该院制作的电视

专题片!花朵#莫在触法中凋谢"#展

示了预防青少年犯罪海报和图片#

引导学生增强法治观念$

!宋德明 董旭"

鹤峰 湖北省鹤峰县检察

院近日对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

工作开展检务督察$该院纪检组以

检务督察委员会为督察专班#采取

定期督察'全面督察和社会监督等

措施#查看职务犯罪侦查 '侦查监

督'公诉 '民行检察等环节是否存

在不规范司法行为 $同时 #引入社

会参与模式#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

建议#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

王艳
*

泾川 甘肃省泾川县检察

院近日在辖区开展监外执行人员

脱管'漏管检查活动 #通过核查摸

底'纠正整改 '完善制度等工作措

施# 严防监外执行人员再犯罪#推

动社区矫正检查工作重心由定期

专项检查向日常检查转移#促进社

区矫正活动依法'公正'规范开展$

!左宇平 孙柏林"

绵阳涪城 四川省绵

阳市涪城区检察院日前邀请该市

律师协会会长和辖区内
!,

余家律

师事务所的律师代表进行座谈#广

泛听取律师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

建议$与会律师代表对该院在保障

当事人和律师合法权益'着力维护

司法公平正义等方面取得的成绩

予以充分肯定#并提出了加大案件

信息公开力度等建议$

!何萍 赵银熙"

西吉 宁夏回族自治区西

吉县检察院日前在自查自纠的基础

上# 组织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通过实地察看'查阅登

记台账'调阅卷宗等方式#对该院自

侦部门
!,#&

年所办理的自侦案件

规范司法情况进行%回头望&$该院

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还将不定期进行回访检查或抽

查#确保检查不留死角$

!卢锦荣"

宜春袁州 江西省宜

春市袁州区检察院高度重视涉密

信息分级保护工作#建立了相应的

督查机制$今年以来#该院纪检组'

办公室'技术科每月对干警办公电

脑的使用情况进行抽查#杜绝出现

违规外联'内外网信息混淆等严重

影响涉密信息安全的行为$

!周刚 易少栋"

射阳 近日# 江苏省射阳

县检察院结合该院在接待律师过

程中的实际情况 #制定了 !关于依

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实施意

见 "$ 该意见不仅规定了案管 '公

诉'侦监 '反贪等部门在保障律师

权益中的工作职责#并从依法保障

律师的会见权 '阅卷权 '调查取证

权'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代理权等方

面提出了相应要求$

!张兴春 丁琳 刘金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