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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检察院预防

科科长作为法治副校长来到该区

泰山学校!启动法治宣传进校园系

列活动"为贯彻落实最高检近日发

布的#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八项

措施$精神!该院结合办案!查找未

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方面

存在的问题!组织以案释法 %法治

讲座等活动"

!罗倩妮 刘爱涛"

林甸 近日!黑龙江省林甸

县检察院将&法治课堂'设在该县看

守所!组织
#$

余名县委领导干部参

观监所!观看廉政教育展板!并结合

展示的案例进行深刻剖析( 此次活

动旨在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的廉洁

自律意识!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

线!让廉政观念入脑入心)

!刘文举"

新绛 山西省新绛县检察

院近日邀请该县法院% 公安局%司

法局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召开座谈

会!面对面征求其对规范司法行为

专项整治工作的意见建议"与会人

员在对该院开门征求意见的做法

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结合行业特

点!提出了进一步加大检务公开和

检察宣传力度等意见建议"

!新检"

邢台桥东 河北省邢

台市桥东区检察院积极推进行贿

犯罪档案查询工作 ! 近日在检务

公开大厅开设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窗口 ! 安排专人负责查询工作 !

对材料齐全的申请人 ! 做到当天

查询当天告知 ! 还设立查询宣传

专栏 ! 为查询单位和个人提供优

质% 便捷的服务 ! 确保查询工作

规范有序开展"

!陈红 郑健荣"

开封祥符 河南省开

封市祥符区检察院近日召开专门

会议 ! 对新入职的
%

名干警进行

岗前廉政教育 " 该院负责人介绍

了检察机关的工作性质% 职能等!

宣读了 *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 $

*廉洁从检十项纪律$ 等! 要求新

进干警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

强化组织纪律 ! 严于律己 ! 踏实

敬业)

!焦宝羡"

宁津 山东省宁津县检察

院近日举办非法证据排除专题培

训班!从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环节

对非法证据的界定和审查!统一业

务应用系统中证据合法性调查流

程的应用等方面设置课程!并结合

疑难复杂案例!就实际办案提出如

何发现及处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

据的对策"

!董海徽"

浦城 福建省浦城县检察

院近日出台 *案件线索管理规

定$! 实行案件线索月清理% 线索

办理季通报制度 ! 推行线索反馈

期限前移机制 ! 将实名举报答复

时限由
&$

日缩短为
%$

日 " 针对

线索回复不及时的问题 ! 该院控

申部门在发催办函的同时 ! 将承

办人及案件到期日期报送检务督

察部门跟踪督察"

!陈金英 杨建忠"

克什克腾 内蒙古自

治区克什克腾旗检察院近日举行

&校园普法大讲堂'活动"该院干警

走进该旗中学举行宣讲!结合实际

案例和法律条文!从未成年人犯罪

的成因%预防对策等方面为师生普

及了法律知识"课后 !该院还向学

生们发放了普法知识读本"

!宋岳锴"

利辛 安徽省利辛县检察

院近日通报法律文书评比结果 !

'

篇法律文书获奖 "据悉 !该院专门

成立评比小组! 对文书参评范围%

评比内容和标准等作出具体规定!

采取在办案系统上随机抽取相关

文书!并隐去涉案人员和承办人姓

名的方式进行"

!武庆杰"

同心 宁夏回族自治区同

心县检察院近日召开司法不规范

问题查找剖析会!针对各业务部门

自查梳理出的
!

类
()

项司法不规

范问题清单!由部门负责人对各自

部门存在问题进行自查汇报!并逐

项提出具体整改措施"该院干警还

针对查摆问题及整改措施进行点

评讨论"

!杨娇媛"

隆尧 为推动&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深入开展 !近日 !河北省

隆尧县检察院检察长为干警作了

主题为&忠诚%公正%清廉%文明!做

认真践行 ,三严三实 -的优秀检察

干警'的专题辅导党课)该县
)$

多

名县直单位领导%各乡镇书记到会

进行观摩学习)

*

马少峰
+

德安 江西省德安县检察

院日前通过进一步落实检察长接

访制%创建&一站式'信访接待大厅

和案件管理中心%开通新浪微博以

及启用 &升级版 '乡镇检察室等途

径!拓宽群众信访渠道)下一步!该

院将开通官方微信平台 !打造 &指

尖上'的信访举报平台)

!王海宝"

龙山 湖南省龙山县检察

院近日与该县政协民主监督员第

一小组进行了座谈!主动接受政协

的民主监督 ) 该院以邀请参加会

议%开展调研%进行视察等形式!定

期向民主监督员通报该院年度目

标任务及工作进度%廉政建设情况

等 !主动征求意见建议 !及时反馈

处理结果)

*

张艳丽
+

天津河东 天津市河

东区检察院日前制定了*统一业务

应用系统流程监管员工作制度.试

行/$!要求各业务部门和案件管理

部门设置流程监管员!对网上信息

填录 +文书制作 +流程操作等网上

业务办理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和指

导)该制度还规定了与业务监管职

责相适应的业务部门流程监管员

信息查询权限!建立了流程监管员

定期培训制度)

!于秀 君 王燕"

新蔡 河南省新蔡县检察

院认真贯彻上级院统一业务应用

系统运行检查工作指导精神!近日

针对系统应用中发现的配置 +操

作 +录入 +流转 +衔接等问题 !深入

开展流程监控工作)该院案管部门

召开各部门流程监控员会议!要求

部门之间对照检查!发现问题及时

进行整改)

!程映霞"

黔西 贵州省黔西县检察

院近日组建了宣传小分队 ! 启动

&检察宣传进农村 +进校园 '活动 )

宣传小分队成员深入该县新仁等

乡镇开展检察宣传工作!进村入户

向群众宣传检察机关的工作职能

和服务群众的工作范围 ! 并对禁

毒+反邪教等方面的法律知识进行

了详细讲解)

!侯尚志"

涡阳 安徽省涡阳县检察

院近日召开 &警示教育月 '动员大

会 )据悉 !该院将以 &讲规矩 +守纪

律 +履职责 +提公信 '为主题 !积极

开展 &七个一 '活动 !即 &观看一部

警示教育片 +上一次党课 +开展一

次廉政家访+举办一次廉内助座谈

会 +组织一次廉政承诺 +开展一次

廉政谈话 + 组织一次学习先进典

型'活动)

*

孙孝东 徐向梅
+

遂川 江西省遂川县检察

院近日会同该县法院+ 公安局+司

法局举办社区矫正人员集中教育

学习班!为当地
",!

名社区矫正人

员开展 &积极参与社区矫正 !增强

法治观念 !创想中国梦 '专题法治

讲座)讲座结合近年来社区矫正人

员重新犯罪的典型案例!分析其重

新犯罪的根源+给社会和家庭造成

的危害!教育社区矫正人员自觉接

受社区矫正)

!杨卫东"

宜昌夷陵 湖北省宜

昌市夷陵区检察院近日举办 &严守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专题教育培

训)会上!授课人阐述了严守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要性! 同时结合

该院工作实际!认真查摆问题!明确

整改措施! 以确保党的各项部署落

地生根!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付霞飞"

伽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伽师县检察院近日开展送法进校

园活动)该院针对近年来所办理的

侵犯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和未成年

人违法犯罪案件!到中小学开展送

法进校园活动!为学生普及法律知

识 !开展心理咨询 !讲解未成年人

权益保护的方法途径等)

!袁伟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