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沽源 河北省沽源县人

大常委会日前组织
!!

人的调

研组! 对沽源县检察院涉农检

察专项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 "

调研组听取了该院涉农检察专

项工作汇报! 对该院在涉农检

察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以充

分肯定! 并就下一阶段做好此

项工作提出了建议"

!刘占坤"

连江 福建省连江县检

察院近日邀请
!"

名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
"#

名司法干部观摩

该院提起公诉的林某涉嫌滥用

职权# 受贿罪案的庭审活动"代

表委员表示通过亲身感受庭审

整个过程!对检察机关办理自侦

案件程序有了直观的了解"

!郑丽婷"

建始 湖北省建始县检

察院近日邀请
!"

名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把脉%

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 "

该院广泛征求对于改进执法办

案中不规范问题的意见建议 !

积极适应作风建设 $新常态%!

将征求的
!$

条建议疏理成$问

题清单 %!并细化责任 !逐项整

改抓落实"

!曾德斌"

水富 云南省水富县检

察院近日组织该县部分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以及该院人民监

督员# 特约检察院旁听由该院

侦查# 公诉的周世全受贿一案

庭审活动! 并在会后就公诉人

出庭表现进行了评议! 大家一

致认为公诉人出庭质量高 #效

果好! 展现了检察机关的良好

形象"

!李义梅"

开鲁 内蒙古自治区开

鲁县检察院近年来高度重视和

代表委员的沟通联系! 今年以

来! 该院通过邀请代表委员调

研#座谈#发慰问短信#上门拜访

等多种方式! 及时向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通报检察工作重大部

署和重要事项!受到代表委员的

一致好评"

!马晓玲"

滁州南谯 安徽省滁

州市南谯区检察院近日邀请该

区
!#

名政协委员调研指导检察

工作!委员们在听取该院检察长

近年工作情况介绍后!认真翻阅

该院制作的检察宣传册!还参观

了检察文化长廊和两法衔接#行

贿犯罪查询等信息平台!$零距

离%了解检察工作"

!熊光明"

正安 贵州省正安县检

察院日前邀请县公安局# 法院#

司法局的代表以及人民监督员#

人大代表#律师!举行规范司法

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征求意见座

谈会"与会人员就检察机关在司

法办案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意见建议!该院表示将结合司法

办案工作实际认真整改"

!谢启元"

山丹 甘肃省山丹县检

察院近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和人民监督员
$#

人! 举行规

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征求

意见座谈会"与会人员围绕规范

司法行为提出了
!"

条意见和建

议! 该院表示将认真汇总梳理!

逐项研究制定整改措施!确保专

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石文纲"

岐山 陕西省岐山县检

察院近日组织该院各部门负责

人!分头走访
%&

名驻岐省市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律师"该

院通过该方式征求该院干警在

执法作风#办案程序#工作纪律

以及八小时之外活动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 并听取代表委员和

律师的意见和建议"

!白文渊"

镇江润州 江苏省镇

江市润州区检察院检察长鲁宽

近日列席润州区第八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专题汇报

了&关于案件监督管理工作的情

况报告'!该院反贪#公诉#侦监#

民行#监所#控申#案管#未检等

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认真

收集人大代表审议意见"

!尚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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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宋荣翔

仪征
"

月
&

日!江苏省仪

征市检察院首期$检察讲堂%开讲!

该院公诉科副科长在讲堂上对未

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进行解读"开

设$检察讲堂 %是该院教育培训的

务实之举!接下来还将有更多的院

领导#中层干部#检察专门人才#专

业能手# 业务骨干陆续走上讲堂!

与干警分享工作体会及办案经验"

!阚立青"

德清
"

月
'

日!浙江省德

清县检察院举行公诉人辩论赛"参

赛的
(

名选手分别围绕一个典型

案例进行一对三辩论!在短短的
!#

分钟时间里!充分展现了公诉人的

专业素养和辩论技巧"此次活动是

该院开展的 $检察业绩提升年%活

动的一部分!旨在提高公诉人员的

业务水平"

!田婧"

连城 福建省连城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捕后 $四类案件 %专项

检查活动! 对
$#!%

年捕后经复议

改变原决定#捕后撤案#捕后不诉#

捕后判无罪这四类案件进行全面

自查 !并撰写分析报告 "该院还成

立复查小组!对所办案件进行逐案

逐人复查"

!黄建攀"

泗阳 江苏省泗阳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 $涉案财物管理专项整

治% 活动! 对涉案财物管理工作进

行了全面检查" 该院结合统一业务

应用系统制定涉案款物管理工作流

程及每月汇报制度! 构建涉案款物

同步监督平台 ! 全程实时动态监

管! 确保涉案财物管理规范# 有序

和安全"

!徐文洁"

天津河西 天津市河

西区检察院近日走进本诚律师事

务所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 会上!

该院通报了
$#!%

年检察工作及规

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

况 ! 并认真听取了律师关于非法

证据排除 # 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等

问题和对检察机关规范司法 # 及

时送达法律文书等工作事项意见

建议"

!元绍泉"

邱县 河北省邱县检察院

近日制定 $六一 %儿童节期间开展

法律宣传活动实施方案!联合公安

机关开展了解学校周边环境#进校

讲解真实案例#走访未成年人家庭

等活动 " 在宣传活动中若发现问

题! 该院将及时提出意见建议!切

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雷利娜 徐志超"

习水 贵州省习水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 $以案说纪 !典型案例

廉政警示教育 %活动 !组织全院干

警重点学习发生在当地的
$(

个典

型案例!听取中纪委#省纪委#上级

检察机关有关违纪违法案例的系

列通报!观看了&新中国第一大案'

等影像资料!对干警进行深刻的廉

政警示教育"

!习检"

封丘 河南省封丘县检察

院未检办 #宣教科 #人事科近日组

织女检察官宣讲队来到辖区居厢

乡树人中学!为该校
"##

多名学生

上了一堂主题为 $远离犯罪 #健康

成长 %的法治教育课 "女检察官结

合青少年犯罪典型案例 ! 以案说

法 !就如何预防青少年犯罪 #增强

自我保护能力进行了重点讲解 "

!刘达"

乐平 江西省乐平市检察

院近日与该市信访局会签&关于建

立信访与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联动

机制的实施意见'"该意见要求!双

方每半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通报

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信访工作情况!

分析形势!形成相应对策"同时!建

立联络员制度!双方指定专人担任

联络员 !负责信息交换 #具体事宜

的协调等工作"

!方靓 唐卫平"

西丰 近日! 辽宁省西丰

县检察院制定&规范司法行为专项

整治活动对照检查阶段工作任务

分解情况表'! 将对照检查阶段的

工作具体细化! 分成深入学习#排

查摸底 # 汇总梳理和总结四个阶

段!并列出了每个阶段的工作项目

及工作内容! 规定了完成期限!使

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内容

更加明晰#具体"

!孙国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