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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
!

月
"#

日! 云南省

文山市检察院邀请文山州人民医院

急诊医学科主任!到该院对反贪"反

渎"公诉"侦监等一线办案人员进行

#危急重症现场急救常识$ 培训%医

学科主任重点讲解了常见危急重症

的表现和应急处置方法! 并对心跳

骤停的常用急救方法及注意事项进

行了讲解演练&

!周雪 赵文"

鄂尔多斯东胜 近

日!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

区检察院抽调专人汇编的检务公开

手册编制完成! 首次复印
"

万份后

在该区相关部门和乡镇进行送发&

该手册以普法为目的! 以服务群众

为根本!介绍了检察职能'检察院直

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及其立案标准

等方面的内容&

!刘润远"

灵石 山西省灵石县检察

院预防部门干警近日深入该县财政

局! 为全体工作人员上了一堂生动

的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 授课干

警结合该院近期查办的财政局工作

人员贪污大案! 剖析了职务犯罪产

生的主客观原因和案件特点! 并有

针对性地提出了预防建议&

!续晓东"

滁州琅琊 安徽省滁

州市琅琊区检察院近日组织法警参

加了该省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培训

班&此次封闭式集训严格按照(人民

检察院司法警察训练大纲) 要求进

行! 通过集中授课' 实践演练的方

式!提高司法警察的工作能力!为今

后检察机关更好地开展警务工作打

下坚实基础&

!王娜"

黄平 贵州省黄平县检察

院纪检组长近日到该县第二中学!

为该校
""$$

余名师生举办主题为

*青少年如何加强道德品质培养$的

专题法治讲座% 该院纪检组长结合

青少年犯罪典型案例教育广大青少

年要从案例中吸取教训! 鼓励学生

们做懂规矩'守纪律的好学生%

!文艳丽"

宝应 江苏省宝应县检察

院近日召开检察工作研讨会% 参会

人员重点围绕*争当全市排头兵'争

创全省先进院$的目标!结合自身工

作实际!从当前工作与先进的差距'

产生差距的原因' 下一步具体争创

措施等方面进行发言! 并对推动该

院工作跨越发展建言献策%

!贾文明 田进 周泉"

兵团第五师 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第五师检察分院近日对

今年上半年所办案件的起诉书进行

了评查%评查小组从细节入手!对法

律文书的严谨性' 规范性提出了书

面评价意见! 并通报了此次评查情

况% 该院还把评为优秀的起诉书作

为内部资料下发干警学习! 同时对

存在问题的起诉书责任人进行通报

批评%

%

夏金花
&

石家庄矿区 河北省

石家庄市矿区检察院干警近日来到

该区职教中心 ! 举行以 *珍爱青

春! 法治护航$ 为主题的法律宣讲

活动% 干警介绍了辖区未成年人犯

罪的基本情况和发展态势! 并结合

办理的未成年人案例进行深入剖

析! 围绕未成年人如何远离犯罪'

预防犯罪进行了讲解%

!马慧丽"

巨野 山东省巨野县检察

院今年在该院检察服务大厅 '

'

个

派驻检察室以及县看守所均设立了

检察宣告庭!并制定了(检察宣告决

定实施细则+试行,)等配套制度!规

范开展检察决定公开宣告工作%截

至目前! 该院共公开宣告
"(

件次!

不但提升了检察决定的司法权威!

还保障了检察决定的准确性%

!倪丽香 马云生"

丹凤 陕西省丹凤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案件质量评查活动%自

(陕西省检察机关案件质量评查办

法)及(陕西省检察机关案件质量评

查标准)出台后!该院及时组织干警

进行学习'研讨!在总结以往案件质

量评查经验的基础上出台了 (案件

质量评查活动实施方案)!成立了以

分管副检察长为组长! 各业务科室

负责人为成员的案件质量评查活动

领导小组! 并建立了案件质量评查

人才库%

!李丹亭 李丹斌"

灌南
!

月
""

日 ! 江苏

省灌南县检察院联合该县法院组

织辖区中学生开展模拟法庭辩论

活动 % 赛前 ! 该院针对模拟开庭

辩论案例涉及的法律知识 ' 文书

制作 ' 法庭流程等对参赛学生进

行指导 % 比赛结束后 ! 该院干警

点评 #辩证 $ 表现 ! 鼓励学生自

觉学法' 守法' 用法%

!李澄澄 王士超"

凤阳
!

月
""

日!安徽省

凤阳县检察院召开节前 #廉洁从

检$谈话会! 组织全体干警学习最

高检下发的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严防中秋国庆期间

#四风$ 反弹) 通知精神! 重申节

日期间的纪律要求 ! 教育干警遵

守 #三严三实 $ 相关要求 ! 严格

执行各项禁令 ! 抓好作风建设 !

扎紧廉洁口袋%

!吴长忠 郝万婷"

西林
!

月
""

日 ! 广西

壮族自治区西林县检察院干警在

该院警示教育基地 ! 为该县质监

局' 档案局的
"$

余名党员开展警

示教育活动% 该院干警结合图片'

数据 ! 对贪腐犯罪的典型案例进

行了深入剖析 ! 对罪犯在狱中的

改造情况及罪犯的悔过之声进行

了描述 ! 使参加活动人员受到强

烈的震撼%

!黄伟明"

天津西青 近日!天津

市西青区检察院就刑事执行检察

工作向该区人大代表进行专题汇

报 %该院负责人从驻所检察 '社区

矫正'队伍建设三大方面介绍了刑

事执行检察工作开展情况!并带领

该区人大代表参观了该院的中国

检察史展%

!韩文婷"

伊金霍洛 内蒙古自

治区伊金霍洛旗检察院近日召开

#严以律己$专题学习研讨会%与会

人员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

要讲话'#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联

系反面典型开展研讨的通知等有

关精神%该院党组成员对照反面典

型 !结合专题教育活动要求 '自身

情况和检察工作实际!分别作了交

流发言%

!田庆文"

安远 江西省安远县检察

院近日联合当地法院' 公安局'司

法局开展#法治扶贫暨送法下乡巡

回宣传 $活动 !通过在农村集市人

流密集处设立咨询点' 陈列展板'

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群众介绍

各自单位职能!结合案例讲解常见

罪名构成要件及诉讼程序'诉讼权

利! 着力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

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唐强英"

莘县 山东省莘县检察院

派驻朝城检察室近日与辖区公安'

教育 ' 行政管理等部门联合开展

#创建和谐幼儿园! 保障幼儿健康

发展 $专项行动 %该院共为幼儿家

长及老师开展法治讲座
)

次!发放

法治宣传单
*$$

余份!着力提高学

生家长和幼儿教师的法律素养%

!郭辉"

方城 今年以来! 河南省

方城县检察院努力构建受理网上

举报 '开通举报热线 '聘请特邀监

督员 '回访涉案单位 '走访基层群

众的#五位一体$立体监督体系!让

社会各界随时对基层检察人员的

廉洁司法行为和八小时以外活动

进行监督!有效畅通了外部监督渠

道!弥补了内部监督的不足%

%

罗清成 张巍严
&

铁岭 辽宁省铁岭县检察

院检察长近日为全院干警上了一

堂主题为#严格坚持-讲诚信'懂规

矩'守纪律.!筑牢检察队伍廉洁司

法的思想防线 $的党课 %该院检察

长就新形势下如何讲诚信 ' 懂规

矩 '守纪律 !如何增强干警廉洁司

法意识'提高队伍拒腐防变能力等

问题谈了自己的认识和体会%

!刘昱"

大埔 近日! 广东省大埔

县检察院组织干警进行党章知识

测试 !通过填空 '选择 '简答等题

型!全面考核了党员干部对党章的

学习掌握情况!进一步加强党性教

育 !筑牢党性观念 !确保干警在思

想上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沈文娟 刘雪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