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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检察院刑事

执行检察部门检察官联合当地司

法局工作人员来到辖区天王镇!采

取查登记信息及日常管理教育资

料"看手机定位管理系统 "电话抽

查"现场走访等方式 !对该镇社区

矫正工作进行深入监督检查 #同

时!就检查中发现的有关监管矫正

措施不到位"档案材料不规范等问

题提出建议$

!刘培莹"

云霄
!

月
"$

日! 福建省云

霄县检察院制定了 %关于充分发挥

检察职能作用积极服务和保障村民

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专项预防方

案&!从成立领导小组"加大预防宣

传"完善警示教育"畅通监督渠道"

加强与当地党委和纪委等部门的沟

通联系等方面制定了具体措施!以

确保换届选举工作依法进行$

%

方少婧"

麻城 湖北省麻城市检察

院公诉科近日开展首次'公诉主题

日 (学习讨论活动 $干警们以 '忠

诚(为主题!分别阐述了自己作为

一名国家公诉人对忠诚的理解和

感悟$此次活动旨在提高全体公诉

干警的政治认识!强化政治信念和

政治敏感性$

!周建平 邹丽"

桐梓 贵州省桐梓县检察

院日前组织召开规范司法行为专项

整治工作征求意见专题座谈会$该

院邀请法院"公安局"司法行政部门

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广泛征求

对于改进司法办案中不规范问题的

意见和建议$ 该院将认真梳理各类

意见建议!并逐项落实整改$

!常传龙"

灌阳 广西壮族自治区灌

阳县检察院近日召开案件管理工

作推进会$会上 !该院分管案件管

理工作的副检察长传达了桂林市

检察机关案件管理工作会议精神!

对该院案件管理工作进行了总结

回顾!并对如何强化案件管理中心

职能"推动案件管理工作再上新台

阶提出了具体要求$

!陈秋香"

石嘴山大武口 宁

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检察院日前将案件评查结果纳入

干警司法档案!并在干警司法档案

中增加了%案件办理登记卡&和%司

法质量评查情况登记表&! 全面客

观地反映案件的办理过程"办案质

量以及存在的瑕疵过错等情况$该

院还积极运用案件评查结果!对存

在瑕疵过错案件的承办人进行责

任追究$

!张亚梅"

清远清城 广东省清

远市清城区检察院近日成立案件

质量评查小组!集中对案件进行质

量评查$该院抽调
&

名业务骨干!对

'()$

年和
*()!

年度自侦案件!涉及

扣押涉案款物的案件以及群众反

映强烈的信访案件进行重点评查!

坚持 '边查边改 "边改边建 (的原

则!认真分析原因!完善相关制度$

!李友强"

靖安 江西省靖安县检察

院检察官近日来到当地工业园!与

企业召开座谈会$该院检察官与企

业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进行深入

交流!了解企业生产规模 "产品销

售和商标"专利等情况 !为企业负

责人讲解知识产权法" 商标法"专

利法等法律知识!并征求他们对检

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刘福养"

漯河郾城 河南省漯

河市郾城区检察院近日开展'党纪

检纪条规学习月(活动!通过'一把

手讲廉政课("集中学习"廉政谈话

自纠自查等活动方式!深入细致地

学习党纪检纪!切实解决干警作风

不实"自律不严等问题 !着力营造

勤政"廉政的履职氛围$

!张丽萍 张虎伟"

沭阳 江苏省沭阳县检察

院近日出台%关于建立诉前会议制

度的实施办法&! 规定向法院提起

公诉前 ! 检察官可以召集侦查人

员"律师"案件当事人及诉讼代理

人!针对案件定性 "法律适用和证

据收集" 采信等问题了解情况"听

取意见!从而提高刑事案件办案质

量!提升出庭公诉效果$

!徐杰"

山丹
!

月
*!

日 !甘

肃省山丹县检察院结合'增强

党性"严守纪律"廉洁从政(专

题教育活动! 组织全院
**

名

中层干部前往警示教育基地!

通过收看警示教育专题片"听

讲解员讲述典型职务犯罪案

例"进行座谈交流等开展了警

示教育$ 中层干部纷纷表示!

一定以案明纪! 引以为戒!筑

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石文纲"

曲周 近日!河北省曲

周县检察院副检察长高本祥

给该县文化教育体育局班子

成员"各科室负责人及该县各

中小学校长共
)((

余人作了

预防职务犯罪专题法治讲座$

高本祥结合近年来发生在教

育系统的典型职务犯罪案例!

对教育系统职务犯罪的案件

特点及成因进行了深入剖析!

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预防对策

和建议$

!史应龙"

九寨沟 为更好地发

挥法律监督职能!有效开展对

农村基层组织的职务犯罪预

防工作 !近日 !四川省九寨沟

县检察院检察长侯定云为从

)+

个乡镇和
$

个重点国有企

业选聘的检察联络员颁发了

聘书$ 推行检察联络员制度!

是该院拓宽服务渠道"延伸法

律触角"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

律监督职能的重大举措!是检

察机关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

能的必然要求$

!魏邦焱"

南漳 近日!湖北省南

漳县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部

门与该县经济开发区联合召

开企业预防职务犯罪座谈会!

*(

余家企业法人代表参加$该

院检察官结合典型案例讲解

了职务犯罪的相关知识 ! 强

调了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性$

与会人员紧密结合企业当前

发展环境谈感受" 提建议!并

纷纷排查了自身存在的廉政

风险点$

!李自勤 许惠"

博乐垦区 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博乐垦区检察院

检委会专职委员张忠林近日

应邀为八十八团机关干部和

基层单位领导作了预防职务

犯罪专题法治讲座$张忠林结

合该院去年查办的
)(

起职务

犯罪案件!深刻剖析了发案原

因 "特点及危害 !告诫与会人

员用好手中的权力 ! 珍爱家

庭!敬畏法律!远离职务犯罪$

!苏义香"

凤县 近日!陕西省凤

县检察院借助全国百优警示

教育基地平台! 组织全县
)((

个乡村
*((

余名履新村干部

接受廉政教育 $ 该院检察长

给新任村干部上了一堂预防

职务犯罪法治教育课! 之后!

又组织他们参观了典型职务

犯罪案例展板 ! 观看了警示

教育微电影%生日礼物&$村干

部们表示!这次活动让他们受

益匪浅!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

依法办事!切实维护农民合法

权益$

!贾攀"

鸡泽 为确保人民群

众 '舌尖上的安全 (!近日 !河

北省鸡泽县检察院检察官给

参加该县食品安全会的农业"

卫生 "工商 "质检等部门共计

)$(

余人作了预防职务犯罪专

题法治讲座$检察官围绕食品

行业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易

发职务犯罪 ! 特别是滥用职

权 "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等渎

职犯罪作了深入剖析!提醒与

会人员洁身自好!筑牢拒腐防

变的思想防线$

!季河滨 徐晓琳"

济阳 近日!山东省济

阳县检察院检察官应邀给在

县委党校接受培训的新任村

'两委( 干部作了预防职务犯

罪专题法治讲座$检察官结合

近年来该院查办的农村干部

职务犯罪典型案件!分析了涉

农职务犯罪的发案特点"原因

及危害!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预

防对策和建议$

!王青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