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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
!

月
"#

日!安徽省

太湖县检察院举行执法执纪监督

员聘任仪式 "

"$

名来自当地的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社

会知名人士受聘担任执法执纪监

督员"他们在会上纷纷表示!将自

觉加强检察业务知识学习!认真履

行好监督职责!为促进公正廉洁司

法贡献自己的力量"

!黄昌华"

毕节七星关
!

月

"#

日!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检

察院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该

院检察长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工作#规范司法

行为专项整治工作以及深化作风

建设等内容!以$切实贯彻落实&三

严三实'要求!全力推进检察机关

司法规范化建设%为题!为该院党

员干警上了一堂专题党课"

!吴万相 金必思"

梁河
!

月
%

日! 云南省

梁河县检察院就一起不服不批准

逮捕申诉案件进行公开答复!并邀

请当地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及

申诉人家属等参加"据悉!在收到

申诉材料后! 该院领导高度重视!

立即派人调阅卷宗重新审查该案!

并经多次实地调查了解情况!最终

作出了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并进

行公开答复"

!许瑞"

安远
!

月
%

日! 江西省

安远县检察院检察长为全体干警

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他从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三严三实%的重要论

述入手!深刻阐述了$三严三实%的

思想内涵和重大意义!并结合该院

工作实际!对不严不实的问题和现

象进行深刻剖析"

!欧阳森林"

平南
!

月
%

日! 广西壮

族自治区平南县检察院对一起不

服法院判决申请抗诉案举行公开

审查示证会!当地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人民监督员#律师等应邀参

加"会上!承办人就案件的事实#情

节及认定的法律依据进行了通报!

与会人员结合案情发表了各自意

见!并对检察机关作出该案不符合

抗诉条件的处理结论表示认可"

!吴黎乐"

白银平川 甘肃省白

银市平川区检察院近日参加该区

$保民生# 促三农% 专项行动推进

会"会上!该院检察长就前一阶段

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了认真总

结! 对今后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希

望该区各相关单位和部门统一思

想认识!全面贯彻落实上级领导的

重要指示和相关会议精神"

!李亚文"

廊坊广阳 近日!河北

省廊坊市广阳区检察院被授予$河

北省文明单位%称号"近年来!该院

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到整体工作

中!以检察文化建设为重点!培育

干警思想品德(以规范司法行为为

重点!培育干警职业道德!实现了

精神文明建设和检察业务建设的

双促双赢"

!王颖"

宜昌夷陵 湖北省宜

昌市夷陵区检察院近日在该区区

委党校举办$两法衔接%教育培训!

该区行政执法机关的
"##

余名领

导参加"会上!授课人从平台建设#

信息录入#沟通协调等方面阐述了

如何做好$两法衔接%工作!同时要

求各行政执法机关相互配合!形成

合力!共同推动$两法衔接%工作科

学发展"

!付霞飞"

天津河西 天津市河

西区检察院$送法进社区%活动近日

在该区下瓦房街台北路社区举行"

活动现场!该院干警借助视频资料#

检察官联系卡和宣传手册!向社区

群众介绍检察院的工作职能!同时

结合典型案例! 进行法治宣传教

育!对社区群众关心的诈骗#婚姻

继承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解答"

!元绍泉"

漳浦 福建省漳浦县检察

院近日联合该县政府法制办共同

制定了)建立行政检察与行政执法

监督协作配合的暂行规定*" 该规

定确定了协作配合的方式!并建立

了案件线索移送# 司法活动备案#

申诉#信息共享和通报等制度"

!陈燕贵"

第四师 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四师检察分院日前组

织开展了廉政教育硬笔书法和

剪纸竞赛活动! 内容以廉政警

句# 廉政诗为主" 干警们通过

数十幅不同风格# 主题鲜明的

书法和摄影作品! 彰显了新时

期检察干警公正执法# 文明执

法# 廉洁执法的价值追求
&

营造

了文明和谐# 积极向上的文化

氛围"

!闫峰"

大丰
!

月
'

日 ! 江

苏省大丰市检察院举办了 $检

察开放日%活动!邀请了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代表共

(#

余人到该院参加" 该院展示

了在党风廉政建设# 思想政治

建设#履职能力建设#规范司法

行为等方面的主要做法及工作

成效! 并且积极听取了代表委

员的意见和建议"

!胡静"

涉县 近日! 河北省涉

县检察院的)涉县检察之歌*正

式创作完成" 该歌曲歌词经全

院干警集体评议从检察干警 #

社会各界征集的
"(

篇文稿中

推选而出! 由涉县本土作曲家

谱曲# 涉县广电局青年歌手演

唱")涉县检察之歌* 是该院推

进红色检察文化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 将作为院歌在检察干

警中传唱"

!李军芳"

南京六合 日前!江

苏省南京市六合区检察院举办

了$悦读有痕!香润六检 %主题

读书交流会"

"(

名干警结合自

己的人生经历!从$爱读书 #读

好书#多读书%畅谈成长 #成才

的历练与担当! 变一人收获为

众人智慧"现场大家踊跃参与!

直抒胸臆!表达了$知识改变命

运#爱拼才会赢%的美丽心情"

!徐从卫"

百色
(#")

年广西壮

族自治区百色市青年文明交通

辩论大赛经过近一个月的激烈

$厮杀%! 于
!

月
!

日上午落下

帷幕"由四名
*#

后女检察官组

成的百色市人民检察院代表队

最终夺冠" 比赛中她们思维缜

密!反应迅捷!表现出检察官分

析思辨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

赢得了现场观众和评委们的充

分肯定"

!黄宗舜"

宣城宣州 安徽省宣

城市宣州区检察院近日前往该

区水阳镇雁翅中学!为该校
"+#

余名初三学生上了一堂题为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的禁毒

专题讲座" 检察官向同学们讲

述毒品的定义和种类! 以及毒

品带来的危害! 告诉他们如何

尽可能避免沾染毒品! 并向学

生们发放了 )青少年禁毒教育

宣传资料*"

!张志勇 王文君"

沅陵
!

月
"#

日!湖南

省沅陵县检察院与$检校共建%

单位怀化学院政法系举办了

$检察官+大学生辩论赛%"辩论

赛以真实案例为辩题! 双方围

绕罪与非罪# 此罪与彼罪展开

激烈辩论" 该活动丰富了大学

生的法律知识! 提高了检察官

们的法律素养和执法水平"

!张清彦 全建辉"

贵港
!

月
%

日! 广西

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检察院制作

的检察宣传专题片 )怀爱民之

心 尽护民之责* 在该市电视

台#广播电台播出"该片主要展

现了检察机关发挥检察职能 !

积极参与辖区平安建设工作纪

实" 此举旨在提高检察机关的

社会影响力! 为检察工作开展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蔡新根"

郎溪
!

月
"#

日 ! 安

徽省郎溪县检察院在全县范围

内举办了 $预防职务犯罪法律

知识% 竞赛活动" 预赛将从参

赛的
"%

支代表队中择优录取
!

支代表队进入决赛" 这次知识

竞赛活动! 在全县上下掀起了

学法# 懂法的热潮! 是该院深

化预防职务犯罪的一项新的举

措"

!费玲 孙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