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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龙文 福建省

漳州市龙文区检察院近日邀请

!"

多位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参

观龙文区检察院反腐倡廉警示

教育基地" 代表委员认真参观

了基地展厅的内容# 表示深受

因贪欲走上犯罪道路的典型案

例的触动# 建议更多党员干部

来接受教育和洗礼"

!张毅敏"

社旗 河南省社旗县检

察院近日以座谈会的方式 #组

织该院部门负责人与代表委员

进行对接# 向代表委员介绍情

况#请其挑刺并提出意见建议#

加强了各内设机构与代表委员

之间的联络" 与会代表委员对

该院重监督! 提效能的作风给

予肯定"

!宋德明 向晨阳"

临泽 甘肃省临泽县检

察院近日邀请
#$

名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群众代表观摩该院

提起公诉的王某故意伤害案的

庭审活动" 代表委员表示通过

亲身感受庭审现场氛围# 对检

察机关办理刑事诉讼案件程序

有了更加深入直观的了解 #为

他们更好的履行职责起到积极

的作用"

!张永银"

赞皇 河北省赞皇县检

察院近日利用该县$两会%召开

之际#先后两次邀请
#%

余名代

表! 委员及人民监督员到院参

加座谈会# 征求对检察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 代表委员针对新

形势下如何加大办案力度 !如

何服务大局! 如何做好群众工

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

条#有

力促进了该院今年检察工作的

开展"

!张卫中"

武城 山东省武城县聘

请了
'

名由专家学者!律师!人

大代表和人民监督员组成的案

件质量监督员# 参与案件评查

活动" 案件质量监督员主要对

评查人员评查后确定的难点 !

重点!热点案件再评查#以进一

步增强案件评查的客观性和影

响力"

!马泽友 王玉晶"

奇台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奇台县检察院近日建立联系

平台加强检察机关与人大代表

的联系沟通# 主动接受县人大

及其常委会监督# 主动报告工

作及重大事项# 深入人大代表

中# 虚心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建

议" 人大代表对该院积极主动

的行为给予肯定"

!许诚仁"

彭州 四川省彭州市检

察院近日就
(%)$

年度人大代

表意见! 建议办理工作进行专

题部署"该院采取$定任务!定

部门!定责任!定时间!定效果%

的措施# 确保人大代表每一条

意见! 建议都得到认真办理和

及时回复"

!李方华 宋彭花"

六安金安 安徽省

六安市金安区检察院日前出台

了 &加强代表委员联络工作意

见'#推动人大依法监督 !政协

民主监督常态化!规范化#旨在

打造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

阳光检务# 此举深受代表委员

肯定"

!周文平 张修堂"

岑巩 贵州省岑巩县检

察机关近日邀请县人大! 政协

及人民监督员组成评查组#对
(

名公诉人出庭进行观摩评查 "

观摩结束后# 评查组肯定了公

诉人的良好表现# 同时也对公

诉人在公诉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点评#提出意见与建议"

!张能秋 杨定乾"

恭城 广西壮族自治区

恭城县检察院将新开设的 $恭

城检察% 微信公众号以短信方

式推送给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积极宣传检察工作" 公众号内

容以图文形式每周更新# 并安

排专人加强与人大代表! 政协

委员沟通! 互动# 听取反馈意

见" 该院已先后发布检察信息

*+

余条#受到代表委员的好评"

!阳初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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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宋荣翔

公 告

深圳市贝特利科技有限公司!谭叶宇"本院受理原告东
莞强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诉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单位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本院定于

(%&$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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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时
!%

分在本院
-

栋
!

楼第三审判庭开庭#于开
庭前十分钟在开庭地点进行证据交换"请依时出庭#逾期
将依法裁判"特此公告)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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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安
.

月
#,

日#湖北省

远安县检察院检察官来到该县茅

坪场镇中学#开展$模拟法庭%进校

园活动"该院检察官以校园学生伤

害案件为素材#指导学生进行案情

分析!法庭预演#模拟刑事案件审

判全过程"模拟法庭结束后#检察

官还对案件中涉及的法律条文!关

键知识点进行了解读"

!高进峰"

重庆黔江
.

月
#*

日#重庆市黔江区检察院与湖北省

咸丰县检察院举办了一场青年干

警辩论赛#黔江区检察院辩论一队

在紧张激烈的比赛中脱颖而出#取

得$最佳辩论队%称号"据悉#此次

辩论对抗赛是系列岗位练兵活动

的首站# 两院将进一步开展观摩

庭!示范庭!演讲比赛等活动#携手

打造综合素质优秀的检察队伍"

!谭泰"

顺昌
.

月
#*

日#福建省

顺昌县检察院召开青年工作委员

会成立大会
/

通过了 &青年工作

委员会章程'# 并选举产生了首届

青工委主任!副主任及委员"该院

检察长在会上讲话#要求青工委努

力探索青年工作新方式! 新途径#

团结和凝聚青年干警力量和智慧#

促进检察工作新发展"

!陈志民 黄丽萍"

昭通昭阳
.

月
(*

日#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检察院根

据该区普法办的统一要求#组织该

院
'%

余名干警开展$六五%普法考

试" 该院全体干警积极参加考试#

认真思考作答#充分发挥了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

力#同时也达到了以考促学!学以

致用的目的"

!刘平周"

龙泉 近日# 浙江省龙泉

市检察院首次以公开审查的方式!

就一起涉嫌盗伐林木案举行听证

会 "听证会上 #案件承办人 !辩护

人!人民监督员!市人大代表等围

绕法律和事实依据#就犯罪嫌疑人

砍伐林木的主观故意发表了意见"

下一步#该院检委会在对案情进行

讨论时#将充分考虑与会代表的意

见#并作出最终处理决定"

!季炳荣"

邢台桥东 河北省邢

台市桥东区检察院近日在$涉农法

治宣传月%专项活动中#组织该院

侦监!反渎!预防部门的检察官走

进豫让桥办事处#为近百名村委干

部上了一堂主题为 $抓好预防犯

罪#促进廉政建设%的法治教育课"

授课检察官结合该院近年来查办

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讲解了农村

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原因!特点和

预防对策等"

!陈红 郑健荣"

天津河西 天津市河

西区检察院近日组织全院干警观

看该市检察机关拍摄的廉政微电

影&法不容情'!&单选题'等"生动

的教育形式使干警受益匪浅#干警

们纷纷表示# 今后要廉洁奉公#不

断增强自律意识#认真落实八小时

外行为禁令等制度"

!元绍泉"

濉溪 安徽省濉溪县检察

院驻该县看守所检察室日前分批

组织辖区基层干部到该县看守所

开展警示教育#引导他们充分认识

当前涉农职务犯罪案件多发的原

因#不断增强学法!守法的自觉性#

切实提高拒腐防变的警觉性"

!张志强 张大胜"

青铜峡 宁夏回族自治

区青铜峡市检察院近日组织自侦

部门干警对近
!

年来办理的职务

犯罪案件#就是否存在不规范司法

行为及风险隐患进行全面排查"该

院主要针对案件初查!立案侦查!采

取强制措施!涉案款物保管!同步录

音录像等重点办案环节进行查找#

对发现的
&0

项问题认真分析原因#

提出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

!马少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