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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城 近日!由中国检

察官文联"中国散文学会共同

组织的 #中国梦$我的检察官

故事%纪实散文作品征文活动

评奖揭晓!河北省赤城县检察

院的 &看得见的正义就是 '中

国梦%(成功入围!并获得一等

奖)

!迟轩"

镇江京口 近日!江

苏省镇江市京口区检察院举办

了'登京口北固山"诵中华经典

诗%活动)该院组织全体干警攀

登镇江三山名胜之一的北固

山!寻访三国英雄足迹)在多景

楼处!干警们吟诵了&京口北固

亭怀古(和&次北固山下(等中

华经典诗歌! 充分展现了检察

干警的良好风貌)

!朱悦宁 王旭"

敦煌
!

月
"#

日!由甘

肃省敦煌市检察院
$%

名女检

察官表演的舞蹈 &霓裳羽衣(

在该市第三届'劳动杯%庆'五

一 % 文艺汇演中获得了三等

奖) 此舞取材于敦煌壁画!舞

姿优美 !婀娜多姿 !展现了女

检察官热爱生活"昂扬向上的

精神风貌)

!闫力"

彬县
&

月
!

日! 陕西

省彬县检察院组织全院
''

名

青年干警召开纪念'五四%青年

节座谈会)会上!该院青年干警

围绕'青春梦$检察情%主题!结

合自身成长和工作经历! 谈理

想"吐心声"讲体会"提建议!纷

纷表示将在检察事业中实现人

生理想)

!周鑫"

沅陵
&

月
&

日上午 !

湖南省沅陵县检察院举行'恪

守检察职业道德!提升执法公

信力% 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期

间将陆续举办道德论坛等
$&

项活动) 仪式上全院
(%

名检

察干警来到印有'恪守检察职

业道德从我做起%的签名横幅

前!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张清彦 谢建华"

罗城
&

月
(

日 !广西

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

县检察院调研文章 &群众路

线视域下开展民生检察工作

的路径探究***以基层检察

院为视角 ( 获河池市检察机

关
'%$!

年度优秀调研成果评

选一等奖 !&'微时代 %下的基

层检察网络文化建设探讨 (

获二等奖 !&河池市因家庭矛

盾 引发的杀人案的 情 况 分

析 ( 获三等奖 !&检察机关践

行群众路线的实践与思考 (

获优秀奖)

!廖启锋"

巴林左旗
&

月
(

日!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检

察院向两个基层检察室驻地乡

镇的草原书屋捐赠了法制宣传

图书
'((

册! 图书主要包括基

本法律法规等与老百姓生活密

切相关的内容! 干警还在草原

书屋内向借阅的群众和村两委

班子成员进行了法制宣讲!捐

赠当天就有
)%

多本图书被借

走!捐赠活动受到了群众的热

烈欢迎)

!张少龙"

大埔 近日! 广东省大

埔县检察院
&

名检察官被该县

教育局聘请为中小学法制副校

长! 协助学校开设法制教育课

程! 加强在校学生的法制教育)

据悉!该院历来重视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工作!积极开展'送法进

校园%活动!通过上法制教育课+

提供法律知识讲解与咨询等!在

青少年中普及法律知识!增强其

学法"知法"守法的意识)

!刘育波 李艳艳"

桂林秀峰
&

月
(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

峰区检察院邀请师范大学老

师开展 '廉政楹联 %创作文化

专题讲座)授课老师对楹联的

历史渊源"基本创作技巧进行

生动讲解!并结合历史名联阐

述了楹联的写作手法以及所

蕴含的文化价值!鼓励全院干

警结合廉政文化创作出优秀

的楹联作品)

!朱程路"

遂宁安居
&

月
*

日 !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检察院召开

规范司法行为征求意见座谈会)该

区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法

部门代表"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

员及律师代表参加) 座谈会上!该

院检察长对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

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介绍!与会

人员还对该院在司法行为方面存

在的不规范问题提出改进意见)

!唐斌 刘勇军"

壶关
&

月
&

日!山西省壶

关县检察院邀请该县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律师"犯罪嫌疑人"刑事被

害人及其所在单位领导和群众代

表等人!就一起涉嫌故意伤害案件

召开刑事和解不起诉听证会 )会

上! 各方代表进行了质证和辩论)

会后!该院结合案件事实"证据及

各方意见!将案件报送至上级院作

进一步审理)

!李世杰"

道真
&

月
(

日!贵州省道

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检察院'爱心%

工作室的干警走进该县民族中学!

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宣传)

针对道真县留守儿童较多的特点!

今年!该院将'法治校园"平安校园%

建设作为工作重点之一! 通过送法

进校园的形式! 增强在校师生的法

治观念和安全防护意识)

!刘玉国"

湘潭岳塘
&

月
!

日 !

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检察院召开

青年干警座谈会! 该院检察长"政

工科科长以及
"&

周岁以下的青年

干警参加)座谈会上 !青年干警们

畅所欲言!结合工作实际 !总结交

流了各自的学习工作体会!还就如

何提高青年干警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畅谈了自己的想法)

!彭晰宇"

呼和浩特新城
!

月中旬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市新城区检察院采取巡回讲座"

组织参观警示教育基地"发放宣传

材料等多种形式!对农村两委班子

成员进行警示教育)目前 !该院已

对辖区
'#

余个乡镇的
"##

余名村

干部进行了法治培训!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果)

!刘欣阳"

镇巴 陕西省镇巴县检察

院近日通过发放征求意见函" 登门

走访"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等方式!

从政治思想"司法理念"职业良知"

司法作风等方面! 广泛征求基层党

政干部和群众对检察机关在规范司

法行为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逐项记

录!并迅速部署落实整改)

!康积明"

万全 河北省万全县检察

院近日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修改完

善五项工作制度)该院党组对照今

年以来的检察工作情况!在广泛征

求干警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决定自

&

月起施行检务公开规定" 车辆管

理暂行规定"值班管理制度等五项

工作制度!今后还将相继出台有关

工作制度! 达到以制度促规范"以

规范提水平的目的)

!王平"

寻乌 江西省寻乌县检察

院近日出台岗位练兵实施方案!启

动新一轮岗位练兵)按照方案要求!

该院今年将结合各业务科室岗位特

点!陆续开展模拟听证"疑难案件会

诊"庭审辩论"电子笔录制作"侦查

监督业务竞赛等活动!并邀请法院"

公安局人员观摩点评! 以此提升干

警的司法水平和工作能力)

!朱鑫城"

呼图壁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呼图壁县检察院近日开展'展

示优秀法律文书"曝光瑕疵法律文

书%为主题的法律文书岗位练兵活

动!将优秀规范文书和有瑕疵的不

规范文书同时展出 ! 形成鲜明对

比!为全院干警敲响警钟 !以期达

到激励和警示的双重作用)

!董靖 顾琴玉"

洛宁 今年以来! 河南省

洛宁县检察院积极开展 '五进入%

活动! 充分利用各科室干警优势!

组织他们进入学校作法治讲座"进

入社区放预防警示片"进入农村发

法律宣传册"进入企业开涉法座谈

会"进入机关征求发展检察工作的

建议!以群众满意的方式 !取得了

送法活动的预期效果)

+

曲学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