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信息快车
（
!

月
"!

日）

本栏邮箱
!#"#$%&'$()

见习编辑高 媛

!

二三版中缝
" !

六七版中缝
"

!

民主足音
（
!

月
"!

日）

本栏邮箱
$%&'()')*%&*+",+$()

编辑 郭美宏

根河 内蒙古自治区呼

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苏

和近日带领调研组! 视察了根河

市检察院接访中心" 案管大厅等

检务公开窗口! 听取了该院检察

长苗树成#两法$衔接工作汇报%

高苏和对该院检务公开和&两法$

衔接工作给予高度肯定! 并提出

继续加大检察信息化建设等
!

条

建议%

!邢建华"

山丹 甘肃省山丹县检

察院检察官近日深入机关乡镇'

社区 !诚恳征求人大代表 "政协

委员和人民监督员对该院班子

在&三严三实$方面的意见建议(

该院将对征求到的意见建议梳理

归纳!整理成&问题清单$!及时整

改!全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

实干$检察队伍(

!石文纲"

涉县 河北省涉县检察

院近日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邀

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观

该院检务公开大厅'信访接待中

心以及办案警务区!并向代表委

员介绍了该院
"#$!

年度检察工

作情况( 代表委员对该院检察工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提出了相

关意见建议(

!李军芳 樊彦伟"

洛南 陕西省洛南县人

大常委会一行
%

人近日到该县检

察院考察拟任用的
"

名检察官(

考核组通过个别座谈 ' 征求意

见 '考试等方式 !广泛了解拟任

命检察人员的德 '能 '勤 '绩 '廉

以及其任职资格是否符合法律

规定!为县人大常委会作出正确

人事任免决定提供参考依据(

!陈涛"

桐柏 河南省桐柏县检

察院近日与该县环保局'工商局

等多个行政单位!共同接受人大

代表及社会各界对于如何惩治

和预防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的询

问( 该院结合办案向代表介绍了

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案件的发案

原因 '规律和特点 !并积极征求

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受到代

表好评(

!周闻胜 郭冬冬"

宜昌夷陵 湖北省

宜昌市夷陵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简邦玖近日走访人大代表!面对

面答复代表关于检察工作的建

议办理情况( 在今年召开的夷陵

区第四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上!人

大代表对检察机关提出了关于加

强全区基层普法工作'从源头上

减少犯罪行为等建议(

!易李奇 付霞飞"

沅陵 湖南省沅陵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近日率领部分常

委会组成人员!冒着高温来到该

县看守所!专题视察沅陵县检察

院驻所检察工作( 视察组实地查

看了看守所及被关押人员的监

室环境!对该院驻所检察工作取

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就如

何进一步做好驻所检察工作提

出建议(

!张清彦 向敏"

安远 江西省安远县检

察院近日邀请该县人大常委会

组成人员到该院视察( 该院有关

负责人向与会委员汇报了上半年

的检察工作情况!并认真解答委

员询问! 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

这是该院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

会监督的常态化手段之一(

!唐强英"

大丰 江苏省大丰市检

察院副检察长许永进近日专程前

往该市新丰镇! 登门拜访
&

名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听取情况汇报

后! 代表委员对该院检察工作给

予高度评价! 并希望该院进一步

加大对基层的法治宣传力度!让

更多的人了解检察'理解检察'关

心检察和支持检察(

!胡静"

水富 云南省水富县检

察院将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

作中征求到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梳

理'归类!并据此采取了有针对性

的改进措施! 近日该院再次上门

向部分代表委员汇报整改情况及

主要业务工作情况! 受到代表委

员的一致肯定(

!李义梅"

吉木萨尔
'

月
"&

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检

察院检察长以 &守纪律讲规矩'争

做具有新疆特色的检察官 $ 为主

题!为全院干警上了一堂生动的廉

政党课(该院检察长要求干警认真

践行&三严三实$要求!讲政治'守

纪律!始终做到忠于党'忠于国家'

忠于法律(

!苏志刚"

莘县
'

月
"&

日! 山东省

莘县检察院警示教育宣讲团到该

县供电公司! 对
()

名中层干部和

重点岗位职工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该院宣讲团成员结合当前在金融'

电力等系统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

深刻剖析了职务犯罪的成因 '特

点'危害和预防措施!受到大家的

普遍好评(

!刘修广 相慧"

宁化
'

月
"&

日! 福建省

宁化县检察院与该县国税局举办

预防职务犯罪联席会议!探讨建立

廉洁共建机制(经讨论!双方在工

作联系沟通'司法办案协调 '法治

宣传教育等方面达成共识!并签署

廉洁共建协议(今后!双方将在协

议的基础上!继续丰富预防职务犯

罪宣传载体(

!雷晨楠 马志腾"

苍溪 四川省苍溪县检察

院监所检察科副科长龙海生近日

参加广元市检察机关举办的刑事

执行检察业务培训知识竞赛(经过

笔试'答辨'法律文书上机操作等

环节!龙海生莸得广元市检察业务

知识竞赛第一名(同时!该院还在

此次培训会上作了&创新社区矫正

工作$经验交流发言(

!王洪录"

利川 湖北省利川市检察

院近日召开信息化应用 &大比武$

分析督办会!分析前段时间信息化

大比武考试阶段出现问题的原因(

据悉!湖北省检察机关信息化应用

&大比武$ 活动是结合检察机关科

技强检和信息化工作实际!组织领

导干部'检察干警'技术人员开展

信息化基本知识'信息安全和基本

操作的竞赛(

!陈小玲"

蕉岭 广东省蕉岭县检察

院近日建立与人大代表结对联系

制度(该制度要求领导班子成员结

对联系各自挂点乡镇检察联络室

所在镇的县人大代表 ! 可采取走

访'座谈'邀请到检察机关视察工

作等方式!向人大代表汇报检察工

作开展情况!听取他们对检察队伍

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徐小红"

合肥瑶海 安徽省合

肥市瑶海区检察院预防科干警近日

应合肥热电集团有限公司邀请!参

观其下属公司合肥东方热电厂!并

深入公司的铁路专用线项目工地进

行察看( 检企双方还进行了座谈讨

论!就强化企业廉政文化建设'风险

防控及检企联合! 完善职务犯罪预

防工作机制展开深入探讨(

!徐梅樱子"

天津河东 天津市河

东区检察院日前深入公安机关开

展毒品犯罪案件调研(针对近期毒

品案件发案特点'案件办理中遇到

的新情况及证据固定等方面的难

点!结合实际办案情况!对个案和

类案进行分析!并就办理涉毒案件

时如何加强证据固定'确保办案程

序合法'规范刑事侦查活动等提出

意见建议(

!张旭 黄莹"

桐柏 河南省桐柏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业务部门开展法律监

督典型案例学习研讨!传达学习了

近年来最高检通报的检察机关法

律监督典型案例(参会干警结合办

案实际!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分别

谈了自己的认识!并表示今后要以

高度负责的态度办好每一起案件!

严防冤假错案的发生(

!周清宏 涂湘"

唐山 今年! 河北省唐山

市检察机关重拳出击!严查各类职

务犯罪案件(上半年!共立案侦查

贪污贿赂案件
(#

件' 渎职侵权犯

罪案件
"*

件! 其中大案
("

件!县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犯罪案件
$%

人!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

万元(

!刘子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