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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峡
!

月
!

日 ! 河南省

西峡县检察院协调人民法院在该县

城区一中开庭审判一起故意伤害

案! 该校两千余名学生到场旁听"

庭审结束后! 检察官还结合案件作

了主题为 #学好法$ 用好法$ 走好

路% 的法律知识宣讲" 今后! 该院

还将通过组织学生到警示教育基地

学习等方式推进 &送法进校园% 活

动开展'

!马志全"

沈阳铁西
!

月
!

日 !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检察院召开规

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征求律师

意见座谈会" 与会律师代表结合自

身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意见建

议!对律师阅卷$自侦案件会见$加

强办案检察官与律师交流等内容提

出意见! 并建议检察机关强化律师

执业保障"

!铁西宣"

景德镇珠山
!

月
!

日! 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检察院

&小巷讲坛%活动正式启动"该院从

全院干警中精心挑选了
"#

名经验

丰富的干警组成宣讲团!采取&多对

多%&一对多%&一对一%等宣讲形式!

将法律送进机关$单位$街道社区$

学校!通过检察小讲堂!宣讲法律大

道理"

!刘鑫"

广平 河北省广平县检察

院依托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平台!强

化对案件办理的流程监控工作"近

期!该院坚持每日网上巡查!对纳入

监管的案件的每个诉讼节点进行动

态监督!重大案件重点监控!发现问

题及时反馈给承办人! 并采取有效

的应对措施!消除存在的隐患!以提

升案件质量和效率"

!李瑞平"

石嘴山大武口 今

年以来!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检察院以法治城区创建工

作为契机! 对接待大厅进行智能化

升级改造!安装全程录音录像系统!

规范接访$查询等行为"该院还通过

手机微信发布工作动态! 提供网上

查询和业务预约! 打造信息化服务

平台"

!马淑艳 苏发林"

克拉玛依白碱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白碱

滩区检察院近日以争创 &全国文明

接待室%为契机!广泛征求来访群众

对于日常接待中不规范问题的意见

建议!并逐项认真落实整改!进一步

推进该院控告申诉工作规范化运

行!推进&文明接待室%建设"

!张兴杰"

苍溪 四川省苍溪县检察

院近日建立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接平台运行暨案件移送管理办法

)试行*+'根据该办法!该院将结合

实际! 利用政务网络设施和有关数

据! 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络

员
$$

群!以规范案件移送和处理!

实现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信息

资源共享'

!王洪录"

莒县 山东省莒县检察院

检察官近日走上街头!开展#民事行

政检察集中宣传%活动'该院将此次

宣传活动安排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广

场, 路口! 共展出内容涉及民事检

察$行政检察$监督程序和便民服务

的展板
%&

块! 接受群众现场咨询

'#

余件次!提升了民行检察工作的

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

(

王晓洁
)

利川 为检测干警在规范

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第一阶段的

学习情况! 近日! 湖北省利川市检

察院对全院干警进行测试" 此前!

该院为确保干警学有所获! 通过党

组中心组学习$ 支部集体学$ 干警

个人学$ 部门交流学$ 辅导培训学

等方式! 加强对上级重要讲话$ 党

章检纪$ 政治纪律等方面的学习!

促使干警将学习内容入脑入心"

!刘真伟"

霍山 安徽省霍山县检察

院近日对
*#"'

年以来职务犯罪案

件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开展自查自

纠! 查摆是否存在录音录像与笔录

不一致$文书填写不规范$录音录像

起止时间不准确等问题! 以进一步

规范职务犯罪案件同步录音录像工

作!加强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

切实规范司法行为"

+

陈新"

三原
!

月
!

日!陕西省三

原县检察院制定 (涉案财物管理试

行办法+" 该办法对涉案财物的移

送$接收$保管$处理等环节作出详

细规定!同时通过一案一卡的方式!

做好涉案财物的入库和出库登记!

坚决防止和纠正涉案财物查封$扣

押$ 冻结$ 处理工作中的不规范问

题"

!梁小锋"

乐亭 河北省乐亭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检察官进驻乡镇开展法

律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共有
,

位检

察干警参加!出动宣传车
'

辆!在繁

华路段设置宣传展板
"*

块!为群众

赠送宣传手册
'!#

本! 发放宣传单

!##

余份! 收到了良好的法律宣传

效果"

!周宝明 李美婷"

沂源 山东省沂源县检察

院团委近日被共青团淄博市委授予

&淄博市五四红旗团委% 荣誉称号"

该院团委自
*#"'

年成立以来! 在

院党组的领导下! 积极发挥先锋作

用! 凝聚全院青年干警! 先后开展

了法治进课堂 $ 救助留守单亲儿

童$ 帮扶孤寡老人等活动! 受到群

众一致好评"

(

杜燕
-

安远 江西省安远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 &党组学宪法%&干警读

宪法% 及观摩
.

名初任检察官宪法

宣誓活动! 并组织举办了宪法法律

知识竞赛"该院还依托&精准扶贫平

台%!组织全体干警与困难村民结成

帮扶关系! 积极宣传宪法和检察职

能!力求推动学习宪法活动常态化$

长效化"

!程萍"

新蔡 河南省新蔡县检察

院近日按照上级要求! 开展涉案财

物专项清理自查工作" 按照相关规

定!该院排查了冻结$扣押$处理程

序是否正当! 法律文书和出入库手

续是否齐备!账与物$账与现金是否

相符! 是否存在未立案先查封$扣

押$ 冻结财物或者超范围查封$扣

押$冻结财物等情况"

!程映霞"

扎兰屯 内蒙古自治区

扎兰屯市检察院日前组织干警深入

当地农牧业局$财政局$民政局等涉

农涉牧惠民资金发放单位! 通过查

阅惠农资金发放花名册$财务账单$

入账和进账财务凭据等相关资料!

对该市近
!

年来涉农涉牧惠民资金

落实情况开展专项检察! 严防惠民

领域职务犯罪! 确保国家各项支农

惠农强农政策落实到位"

!苑晓丹"

泾源 宁夏回族自治区泾

源县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近日对辖

区
*/

家&两法衔接%的行政单位进

行了走访督查"在监督检查中!该院

了解了走访单位的&两法衔接%信息

共享平台应用情况! 听取行政执法

机关今年以来的行政处罚案件情

况!查阅案件台账和案卷!并解答了

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

+

者兰
-

罗城 广西壮族自治区罗

城仫佬族自治县检察院近日利用微

信平台开设&干警学堂%专栏!为加

强检察人员政治理论学习提供平

台"&干警学堂% 由该院政工科负责

日常管理!将党的最新理论知识$各

种教育实践活动内容和上级最新动

态$ 重大决策部署及时事政治等及

时更新发布! 让干警随时随地掌握

理论学习动态"

!廖启锋"

都匀 贵州省都匀市检察

院近日制定&每周访谈%制度"该制

度要求每周访谈
*

名干警! 访谈对

象每周从全体干部职工中随机抽取

产生!由纪检组安排谈话!了解干警

的思想$纪律$工作情况"谈话结果

将定期向党组书记汇报! 对发现的

问题和形成的意见! 将及时转交有

关部门处理"

!周天京"

禄丰 云南省禄丰县检察

院公诉部门检察官近日应邀到该县

公安局! 为该局领导和一线刑侦干

警作了主题为 (从公诉角度看侦查

工作+的专题讲座"讲座以适应诉讼

制度改革构建刑事指控体系$ 侦查

活动规范化$ 暴力团伙犯罪案件的

侦查取证为重点! 对各类刑事证据

收集的要点和技巧作了讲解"

!周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