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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城
!

月
""

日! 安徽省

蒙城县检察院"检察官进中学!法治

进校园#活动在该县一中举行$活动

中!青年检察官通过视频教学%典型

案例分析等形式! 向同学们介绍了

盗窃%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常见罪

名! 重点讲解了与网络有关的违法

犯罪行为! 教育引导中学生增强法

治观念!摒弃不良习惯$

!丁杰 戴苗苗"

苏尼特左旗
!

月
""

日!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左旗检察

院法警大队召开&纪律教育整顿活

动#动员会议$会议认真学习了'全

区检察机关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

治工作方案(!重点查找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 %作风松懈 %履职不规范

等突出问题!同时研究制定严格的

工作纪律和整改措施$

!阿托娅"

古蔺 四川省古蔺县检察

院干警近日指导该县职业高中学

生开展"守护青春)与法同行#系列

活动之校园模拟法庭比赛$此次比

赛由该院未检科全程参与指导!精

心编排了故意伤害案 % 组织卖淫

案 %毒品犯罪案等情景剧 !并就这

几起案件涉及的法律知识与同学

们进行交流$

!闵炼 罗雪艳"

绍兴越城 浙江省绍

兴市越城区检察院近日与该区法

院%纪委共同组织辖内各镇街党政

正职及其它机关干部到该区法院!

旁听该区灵芝镇党委书记受贿案

的审理过程!用身边的反面典型进

行警示教育! 促使党员干部知法%

懂法%守法!自觉抵制诱惑!筑牢廉

洁防线$

!陆瑛瑛"

平和 福建省平和县检察

院近日建立青年干警成长档案!将

每位青年干警的学习培训%个人理

论调研成果 %表彰 %年度考核等情

况记录在成长档案中$该院将青年

干警在工作岗位上各方面的情况

记录下来! 今后将通过风采展示%

自我加压等形式!逐步探索高素质

检察人才培养模式$

!王淑芳"

桃源 湖南省桃源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该院各部门
"#

名专

*兼+职纪检监察员召开专门会议!

采取"以会代训,的方式!组织学习

有关纪律作风 %办案安全 %内部监

督% 规范司法行为等文件规定!同

时部署和确认了各成员的全年工

作任务和职责$

!张红卫"

石嘴山 宁夏回族自治

区石嘴山市检察院近日成立网络

文明传播志愿者服务队!运用新媒

体开通&两微一端,平台!紧紧围绕

宣传思想和精神文明工作!积极开

展网络文明传播活动$该队以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为契机!积极传

播&创城利民 %创城惠民 ,的理念 !

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 % 快乐生

活!积极参与到&关爱他人%关爱社

会%关爱自然,活动中$

!陈向东"

迁西 由河北省迁西县检

察院查处并提起公诉的一起医疗卫

生系统干部在药品% 医疗器械采购

中收受回扣的案件近日在该县法院

开庭审理$ 该院组织办案干警和当

地卫生系统干部职工%

"$

个乡镇卫

生院的负责人旁听了此次庭审!通

过办案干警总结查办此类案件发现

的问题! 让医疗卫生系统的干部职

工当庭接受廉政警示教育$

!周宝明 王鹏"

连云港赣榆 江苏省

连云港市赣榆区检察院近日聘任

%&

名来自不同岗位%具备二级或者

三级心理咨询师资质的志愿者为

涉案未成年人心理辅导员!引入社

会力量!依法对涉罪未成年人和未

成年被害人进行心理矫正!切实保

障刑事案件中涉案未成年人的合

法权益$

!孙娟 金丽丽"

修武 河南省修武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 &普法宣传 !送法进社

区 ,活动 !在该县华公馆小区设立

咨询台 ! 树立党员志愿者服务旗

帜 ! 为过往群众发放法律宣传资

料! 解答群众提出的法律问题!并

详细介绍了监所工作内容和各部

门的职能$

!王日 阳"

靖远
!

月
%%

日!甘肃省靖

远县检察院与该县公安局%食药局召

开联席会议!围绕办理危害食品药品

安全刑事案件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进

行了讨论交流!对达成的共识以会议

纪要形式印发执行!力求形成监管合

力! 共同维护辖区内食品药品安全!

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宋莉"

蚌埠蚌山 安徽省蚌

埠市蚌山区检察院近日与该区司

法局会签了'关于实行律师代理申

诉案件的暂行办法 *试行 +(!要求

该院在检务大厅搭建受理申诉的

工作平台! 明确案件的承办部门%

工作职责和办理流程!积极探索十

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申诉案件实

行律师代理制度!深入推进涉法涉

诉信访改革$

!吴安平"

武胜 四川省武胜县检察

院近日采取定期走访和随机抽查

的形式!深入社区矫正人员所在的

乡镇司法所 %派出所 !重点检查社

区矫正人员是否在位! 查看台账%

档案及思想汇报等资料是否完备!

并走访社区居民了解情况!及时发

现和纠正社区矫正人员存在的脱

管%漏管等问题$

!杜御峰"

灯塔 辽宁省灯塔市检察

院近日结合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

治工作!通过组织干警认真学习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廉政法规%观看

警示教育片 %写廉政日记 %撰写体

会%集体讨论交流等形式 !深刻反

思自身在廉洁方面存在的不足和

差距!认真检查自己在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和廉洁自律规定方

面存在的问题$

!卢金友 彦红梅"

湘潭 湖南省湘潭市检察

机关近日召开规范司法行为案件

评析会 $会上 !该市检察院业务科

室负责人及该市基层院的负责人

分别从各院存在司法不规范问题

的案件出发!上台解读案件存在的

问题及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整改

措施 $对剖析的每起案件 !该市检

察院分管该业务的党组成员都上

台进行了评析$

!周艳"

南宫 河北省南宫市检察

院近日开展 &聚焦和查摆问题!规

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建议征集,活

动!通过召开座谈会 %发送短信和

公布邮箱等形式!广泛征求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对检察工作 %司法办

案%队伍管理的意见和建议 $该院

对征求到的意见建议进行认真梳

理和分析 !建立工作台账 !并制作

成问题清单$

!张立宏"

满洲里 今年以来!内蒙

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检察院认真学

习贯彻上级检察工作会议精神!以

&加强队伍建设!提升综合素质,为

工作重点 !通过开展以 &恪守检察

职业道德! 促进公正廉洁司法,为

主题的法律大讲堂活动!积极传播

法律知识!切实提升干警素质$

!徐庆礼"

林甸 今年以来! 黑龙江

省林甸县检察院积极探索社区矫

正工作新模式!定期与辖区内司法

所工作人员见面!了解司法所的监

管% 教育和帮教措施是否得当!及

时掌握社区矫正对象的活动%心理

情况!最大限度地维护被矫正对象

的合法权益$

!刘文举"

遂川 江西省遂川县检察

院近日向县直属单位%乡镇%林场%

银行等部门寄送了规范司法行为

专项整治工作征求意见函及征求

意见表! 就检察机关在司法作风%

司法办案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向各

界广泛征求意见建议!主动接受社

会监督! 查找问题产生的原因!以

明确整改方向$

!邱春华"

北海 今年以来! 广西壮

族自治区北海市检察院以自治区

检察院开展 &保障和改善民生!促

进惠民扶贫政策落实,专项预防活

动为契机 !采取听取汇报 %查阅资

料%召开座谈会 %实地走访调查等

形式! 调查了解辖区农村低保金%

五保金的发放情况 ! 并积极开展

&以案释法,的预防警示教育活动$

!卢月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