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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
!

月
"#

日!浙江省

海宁市检察院联合该市纪委!组织

辖区
$$

家行政执法单位分管领导

和中层干部到庭旁听由该院立案

侦查并提起公诉的一起受贿案庭

审过程!让机关干部现场接受法治

教育和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增强法

纪规矩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

!高峰"

广安前锋
!

月
%&

日!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检察院召

开#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安排

部署会%会上!班子成员围绕贯彻

落实区委&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

作座谈会议精神!立足检察工作实

际!就如何推进&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深入开展谈感想'讲认识'找问

题'明方向"

!程宇凤"

镇宁 贵州省镇宁县检察

院检察长近日带领全体党组成员

及业务部门干警参加法治宣传活

动"活动期间!该院干警向过往群

众发放法治宣传海报'国家法律法

规及检民联系卡等资料
'((

余份!

有效增强了群众对检察职能及工

作的认知"

!王成文 何顶剑"

东阿 日前! 山东省东阿

县检察院紧密结合工作职能!制定

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控告申诉检察

部门与派驻基层检察室业务对接

的有关意见)% 该意见明确了控申

工作与派驻检察室工作对接的指

导思想和工作原则'对接范围和工

作重点!以及在对接工作中应注意

的事项等%

!王呈岗 黄彬彬"

马鞍山花山 日前!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检察院就

钱某故意伤害不起诉一案邀请执

法执纪监督员及部分单位代表参

加公开审查听证会!广泛听取各方

代表意见建议%此举是该院主动接

受社会监督'规范司法行为的一项

重要举措%

!李平"

兰考 河南省兰考县检察

院民行科干警近日走进律师事务

所!宣传民行检察工作职能!并就

如何开展民行检察工作与律师代

表进行座谈%该院将精心编写印制

的宣传手册发放给律师事务所!并

将民行检察工作职责' 受案范围'

当事人申请监督指南制作成宣传

栏!悬挂在律所内!受到律师一致

好评%

!齐改丽 杨宗"

高台 甘肃省高台县检察

院案管办近日会同该院纪检'财务

部门对去年以来查封'扣押'保管

涉案款物情况开展专项检查%检查

人员通过查阅会计账册'出入库清

单'案件材料等方式!仔细核查涉

案款物的管理情况!进一步规范了

涉案款物管理%

!关玉亭"

扎兰屯 内蒙古自治区

扎兰屯市检察院近日积极开展抽

样评估自查'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

治对照检查活动!以自查评估为主

线!以规范司法为准则!以创建示

范院为目标! 采取召开动员大会'

听取汇报'查阅卷宗资料'报送验

证材料' 总结反馈意见等方式!全

方位梳理'评查各项检察工作%

)

李响
*

石嘴山 宁夏回族自治

区石嘴山市检察院纪检组长近日

带领监察处'办公室人员对两级检

察院贯彻落实&三公$经费管理等

制度情况进行督查%该院紧密结合

正在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活动!通过查看资料'财务凭证和

现场提问等形式!对&三公$经费管

理等情况进行一一检查!并对检查

中发现的不符合制度规定的做法

予以纠正%

!吴立新"

邯郸邯山 河北省邯

郸市邯山区检察院侦监科近日联

合该院未检' 公诉科对辖区内的
+

个基层派出所的执法情况开展专

项检查! 查看派出所近三年来办

理的行政' 刑事案件! 查找存在

的司法不规范问题% 该院侦监科

科长' 未检科科长还就在立案'侦

查'收集证据过程中需要进一步规

范'完善的相关程序问题进行了专

门讲解%

!冯大为 朱玉真 张利英"

镇原
!

月
"+

日!甘肃省

镇原县检察院组织开展了民事行

政检察宣传活动!通过现场法律咨

询'发放宣传卡片'设置案例展板

和张贴宣传画等形式!宣传民事诉

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

新的监督职责! 为辖区群众提供

&零距离$法律服务!增强司法公信

力%

!赵 韦"

望谟
!

月
"+

日!贵州省

望谟县检察院检察长以&践行*三

严三实+!做,忠诚'干净'担当-的

检察官$ 为主题上了一堂党课%该

院检察长结合检察工作实际!详细

讲解&三严三实$对工作和生活的

现实意义!要求干警先从思想上解

决不严不实问题!在行动上做一名

忠诚'干净'担当的检察官%

!周长权"

桐庐 浙江省桐庐县检察

院近日联合该县人民政府制定(桐

庐县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暂行规

定)! 明确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工

作原则和监督内容!细化受理案件

的处置流程和监督方式!构建政检

双方协同配合及信息共享机制!并

将行政执法机关落实行政执法监

督工作情况纳入年度依法行政考

核%

!赵洁萍"

曹县 山东省曹县检察院

检察官近日来到该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就开展&危害食品药品

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召开

座谈会%双方围绕食品药品监管工

作的现状'食品药品监管机关与检

察机关&两法衔接$等方面的问题

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如何加大惩

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力度达

成共识%

!陈永飞 张金叶"

华县 陕西省华县检察院

近日联合该县司法局对辖区社区

矫正工作以及社区服刑人员的教

育管理工作进行检查%该院对在册

的社区服刑人员逐一见面!逐个谈

话!了解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管理

情况!并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

规定!检查司法所集中教育'社区

服务工作开展情况%

!张栓新"

德安 江西省德安县检察

院近日制定了(风险评估预警预案

及处置实施细则)! 对在办案件的

风险评估 '预警 '处置等 &前置环

节$进行细化和完善!实行一案一

评估'一案一预警'一案一预案机

制!对在办案件实行同步性'动态

性跟踪监督!积极做好办案期限预

警'法律文书使用'涉案财物监管

等流程监督工作%

!王海宝"

迁西 河北省迁西县检察

院预防犯罪宣讲团近日来到当地

瑞兆激光有限公司!开展服务非公

企业图片展!与企业召开检企共建

座谈会!详细了解企业工程项目建

设的进度情况!并征求他们对检察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该院宣讲团成

员还为全体员工举办了法治讲座!

引导员工遵纪守法%

!周宝明 王鹏"

奇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奇台县检察院近日联合该县交警

部门走进驾校!开展以&远离酒驾!

幸福生活$为主题的交通安全法治

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干警们通过

展示宣传图板'播放警示教育宣传

片' 发放温馨提示卡等多种形式!

与驾校学员进行互动!同时结合近

年来办理的酒驾案以案释法%

!黄海龙"

盐池 宁夏回族自治区盐

池县检察院近日召开规范司法行为

专项整治工作征求意见座谈会%会

上! 与会的各界代表围绕检察机关

突出整治的工作进行交流探讨!并

从设立诉求窗口' 加强法治宣传力

度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

张晓婷
-

安阳 河南省安阳县检察

院近日启动&送法进机关$活动!当

场开通了预防职务犯罪 &两微一

端$专项宣传平台%活动中!该院干

警将走进辖区机关!利用多媒体视

频'预防职务犯罪宣讲平台宣传讲

解法律知识!不定期为部分县级领

导干部举办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

育讲座%

!姜宝成 刘海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