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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县 今年以来!四川省荣

县检察院邀请部分人大代表" 政协

委员等作为案件质量评查员! 通过

列席相关会议" 直接查阅案件材料

等方式对检察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

随后! 该院再将问题整改情况逐一

予以书面反馈! 将司法办案的实体

和程序置于公众监督之下! 形成以

案件质量评查促司法行为规范的常

态化机制$

!吴明远 杨琳"

孝感 近日!湖北省孝感市

司法局与该市检察院联合召开孝感

市人民监督员颁证仪式!

!"

名人民

监督员进行了庄严宣誓$ 此举标志

着由该市司法局选任的首批市级人

民监督员正式上岗履职$据介绍!孝

感市是全国首批开展人民监督员选

任管理方式改革试点城市$

!林志鹏"

涡阳
#

月
!

日! 安徽省涡

阳县检察院开展涉密信息系统安全

保密管理制度培训! 该院涉密信息

系统管理员%安全保密员"安全审计

员参加了培训$培训中!重点对安全

保密管理制度的重要性" 保密组织

机构及职责" 设备与介质的管理等

进行了讲解$

!孙孝东 徐向梅"

平和 近日!福建省平和县

检察院通过召开学习例会"发放&检

察人员八小时外行为禁令'卡片等形

式!组织干警系统学习$同时通过对

内加强谈心教育%明察暗访!对外公

布监督电话%举报电话!定期开展(检

察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及社会各界群众参加!加强内部

监督和外部监督#

!王淑芳"

台前 为进一步提高法警

整体素质!近日!河南省台前县检察

院法警大队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夏季

练兵活动! 同时邀请该县武警中队

派员全程指导#通过对擒拿格斗%一

招制敌%处置突发事件%安全检查等

实用技能的训练! 进一步磨炼法警

的意志!提高队伍的战斗力!为司法

办案提供有力的警务保障#

!刘国英 丁霞"

宝鸡陈仓
$

月
%

日!陕

西省宝鸡市陈仓区检察院表彰了统

一业务应用系统网上办案竞赛标

兵# 此次竞赛旨在提高干警使用统

一业务应用系统的办案能力! 促进

队伍整体素质提升# 通过评委打分

评定综合成绩! 该院对获得前三名

的标兵选手予以了表彰#

!杜永清"

关岭 近日!贵州省关岭县

检察院应该县司法局邀请!为
&'

余

名司法所长及协警进行职务犯罪预

防警示教育# 该院干警结合基层司

法所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实际

案例! 对其中较常出现的失职渎职

犯罪进行了具体讲解! 提醒他们应

依法履职# 同时还就司法行政部门

进一步开展好预防职务犯罪提出了

意见建议#

!胡俊杰"

沅陵 近日!湖南省沅陵县

检察院开设了异地案件信息公开系

统平台# 当事人及律师等可通过当

地检察院查询异地案件程序性信

息!包括涉嫌罪名%办案进程%处理

结果%强制措施等案件信息!解决了

查询人和办案检察院的异地查询不

便的问题! 进一步促进案件信息公

开#

!张清彦 聂军"

绥江 云南省绥江县检察

院近日召开了检察业务工作季度量

化分析会!对上半年工作进行总结#

该院各部门对自身工作进行了逐条

逐块分析!找出工作中的短板!并提

出解决方案# 各部门分管领导进行

点评! 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具体

要求#同时该院了成立督查工作组!

对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

!胡永兵"

邯郸 日前!河北省邯郸县

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室被最高检评

为(二级规范化检察室)!这是该院连

续第四次获此殊荣#近年来!该院不

断完善驻所检察工作!充分发挥法律

监督职能#检察室通过在监区设置检

务公开栏和检察官信箱!并坚持在押

人员约见检察官制度!加大监督纠正

违法力度!把(教育%感化%挽救)的方

针贯穿工作全过程!实现了看守所连

续
()

年安全无事故#

!张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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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真
$

月
%

日!贵州

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检

察院检察长卢大琼应邀到县

委党校! 给参加培训的
&'*+

届中青班
,-

余名学员上了一

堂预防职务犯罪专题法治教

育课# 卢大琼结合典型案例!

通过算 (四笔账)!即经济账#

家庭账 #事业账 #自由账 "!深

入剖析了职务犯罪的特点%发

案原因及危害#

!刘玉国"

第五师
$

月
!

日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检

察分院组织两级院全体干警

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 &泪

水*悲悯*悔恨 ' 和 &路 ! 在

贪欲中迷失'! 并发放了 &兵

团优秀党员干部先进事迹选

编 ' 和领导干部违法违纪典

型案例警示等书籍 $ 该院要

求全体干警学习先进典型 !

汲取反面教训 ! 恪守清廉 !

勤勉履职$

!苏义香"

渑池 为切实加强对

新提任干警的廉政教育 ! 提

高他们的廉洁自律意识!

$

月

)

日! 河南省渑池县检察院检

察长袁博对新任职的中层干

部进行了集体廉政谈话 ! 希

望他们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 ! 严格自律 ! 清廉

自守 ! 做勇争一流的表率 !

不辜负院党组和全体干警的

期望$

!张绍勤 范晓丽"

麻城 近日!湖北省麻

城市检察院与市委组织部联

系!借助麻城市干部人才网络

培训学院的学习平台!运用新

媒体拓宽预防宣传和警示教

育新渠道$ 该院上传了
)

部预

防职务犯罪微电影学习课件!

通过生动的画面! 引人入胜"

发人深省的故事对广大公务

人员进行预防职务犯罪宣传

和警示教育!其中!&一把紫砂

壶 '&白发亲娘 ' 引起强烈反

响$

!周建平 刘芳"

镇江京口 江苏省

镇江市京口区检察院根据镇

江市中医院原院长王小平腐

败案纪实制作了题为 &(白衣

天使 )到 (阶下囚 )的蜕变 '的

反腐宣传片$ 影片以详实的资

料真实展现了王小平的蜕变

轨迹!深刻剖析了他腐败堕落

的原因$ 近日!该片在镇江市

中医院重大典型案例剖析会

上进行了首播! 为在场的
*''

余名医护人员带来了震撼心

灵的警示教育$

!戴志刚"

石家庄长安 今年

以来!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

检察院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力

推进廉政建设$ 包括!不定时

查岗! 掌握干警工作动态+组

织观看警示教育片 ! 警钟长

鸣 +不断完善制度 !对违法违

纪行为 (零容忍 )+明察暗访 !

强化八小时之外监督 + 布置

(廉政文化走廊)!营造体现现

代司法理念"彰显公平正义的

文化氛围等$

!吴兰萍"

安顺平坝 近日!贵

州省安顺市平坝区检察院就

有效预防职务犯罪"建立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长效机制!与区

环保局"区林业局召开联席会

议!从信息共享"案件移送"提

前介入"立案监督"堵漏建制"

联合宣传等方面入手!协商签

订了&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的协作制度'$

!王艳勤"

鄂托克前旗 近

日!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

检察院组织上海庙镇
$'

余名

村干部开展了预防职务犯罪

警示教育专题培训会 $ 检察

官结合发生在当地的
$

起典

型职务犯罪案例 ! 深入剖析

了职务犯罪的发案原因及危

害 $ 活生生的事实 " 触目惊

心的案例让这些村干部深受

教育 $ 他们表示 ! 在今后的

工作中一定严于律己 ! 清清

白白做人 ! 踏踏实实做事 !

做农村致富带头人$

!刘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