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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 陕西省凤翔县检

察院近日对
!

名新招录人员进行

了以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 廉洁

从检等为内容的岗前廉政谈话 "

该院要求新进人员树立廉洁从检

理念#严守检察纪律#做到公正廉

洁司法"近年来#该院始终将廉政

谈话作为新进人员岗前培训第一

课# 强化新进人员的拒腐防变意

识#有效杜绝了$新人 %带 $病 %上

岗现象"

!张永刚"

崇信 甘肃省崇信县检

察院民行科近日通过部门自查 !

案管部门检查等方式#对
"#$!

年

以来办理的各类民行案件# 从办

案程序!文书制作!卷宗装订等方

面进行了细致评查# 并针对民行

干警自身司法作风! 执行办案规

范和纪律规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列出整改清单# 严格落实整改措

施"

%

吕丽娟
&

沅陵 湖南省沅陵县检

察院职务犯罪预防科干警近日在

主管副检察长的带领下# 来到该

县拆迁办公室# 组织召开职务犯

罪预防提醒座谈会# 并发放了廉

政提醒卡"据悉#该县龙兴路工程

项目建设二期即将动迁# 该院将

该项目的建设工作作为预防重

点# 给从事拆迁的相关人员敲响

廉洁自律的警钟# 防止职务犯罪

发生"

!张清彦 张芳英"

纳雍 贵州省纳雍县检

察院近日与该县林业局召开联席

会议#总结森林保护 $六个严禁 %

执法专项行动摸底调查阶段工作

情况# 并对推进下一步集中打击

阶段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

对非法占

用农用地&林地'!盗伐林木!非法

猎捕野生鸟类等案件的查办工作

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

田健
&

兵团第五师 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检察分院和

第五师公安局看守所近日联合出

台了 (预防在押人员超期羁押工

作制度 )#提出坚持 $四个到位 %#

严防超期羁押"$四个到位%即*形

成合力明确责任到位+ 加强与办

案单位沟通到位+落实告知!催办

制度到位+ 对在押人员的羁押期

限实行流程管理到位"

%

黄润平
&

蒙城 安徽省蒙城县检

察院日前举行了检察开放日活

动"此次活动以$深入推行检务公

开#严格规范司法行为 %为主题 #

邀请辖区人大!政协!律师及社区

群众代表共
$(

人#参观了该院的

驻所检察室!检务公开大厅!办案

工作区等场所"参观结束后#该院

还通过座谈会的形式听取了
)(

名各界代表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

建议"

!丁杰 杨艳"

确山 近日#出现在河南

省确山县城靖宇广场北侧墙壁上

的一组普法宣传漫画# 吸引了过

往群众驻足观看"据悉#为推动法

治文化建设! 法治宣传工作和政

务公开工作的深入开展# 确山县

检察院按照该县依法制县办公室

的要求# 在县城繁华路段绘制了

图文并茂的普法宣传漫画# 以新

颖的形式! 活泼的内容传递法律

知识!介绍检察职能#受到群众的

欢迎和好评"

!高运洪 孟庆民
&

利川 近日#湖北省利川

市检察院新招聘的
)(

名书记员

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岗前培训 "培

训内容包括检察基本职能! 保密

工作!计算机技能及法律知识等"

此次培训活动旨在让被录用人员

熟悉检察职能职责# 树立保密意

识#掌握基本工作技能#尽快进入

角色"

!杨俊"

漳州龙文 福建省漳

州市龙文区检察院近日组织干警

走进辖区毅阳社区# 开展 $法治

宣传进社区% 巡回检察活动# 部

分漳州市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应邀

参加了活动 " 活动现场气氛热

烈# 社区居民络绎不绝# 与检察

人员积极互动" 这种在群众家门

口开展的巡回检察活动受到了人

民监督员的肯定和好评"

!张毅敏"

平乡 河北省平乡县检察

院日前开展 $认真规范办案程序#

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 %活动 #加大

对刑事案件技术性证据的审查力

度"该院要求 #对刑事案件中起定

罪证据作用的检验鉴定#要做到每

案必审# 确保鉴定证据科学可靠#

确保诉讼水平+对保外就医案件中

技术性证据的审查率达到
)##*

#

促进司法公正"

!管延鹏"

灵台 今年以来# 甘肃省

灵台县检察院深化 $两联系 !两促

进%专项行动#联手纪检监察机关!

政府主管部门#在重大项目开工前

与建设单位签约#紧盯征地!拆迁!

土建 !招投标 !合同签订 !设备购

置!资金管理等关键环节 #帮助建

设单位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堵塞管

理漏洞#共同预防项目建设中的职

务犯罪发生"

!曹宏"

柞水 陕西省柞水县检察

院近日探索构建信访案件 $

+,-

%

过滤分流机制 "该机制规定 #对于

从案情上明确归属检察机关办理

的列为
+

类#由接访人判定并导入

检察机关办理程序+对于应由检察

机关主办!其他单位协办的列为
,

类#由控申部门提出拟办意见并报

主管副检察长审批后#导入检察机

关办理程序#同时将相关办理意见

送达协办单位+对于应由其他单位

主办! 检察机关协办的列为
-

类#

由控申部门联合主办单位共同提

出处理意见后#再导入相应主办单

位#同时检察机关做好协办工作"

!屈鹏"

伽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伽师县检察院近日召开了检察官

律师座谈会 "会上 #律师代表重点

围绕审查批捕阶段法律援助的程

序#侦查阶段辩护人在阅卷!会见!

调查取证等方面的难点#案件进入

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如何及时与检

察机关沟通联系等问题作了发言"

该院检察官结合律师意见#就存在

问题和解决办法进行了交流"

%

费宜浩 吕彦祥
&

临清 山东省临清市检察

院控申部门近日邀请人民监督员!

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等#

对
.

名信访人进行联合答复#使相

关案件顺利息诉罢访" 近年来#该

院对法律程序已穷尽!合理诉求已

解决# 仍长期缠访闹访的控告人!

申诉人#主动邀请上述人员共同参

与公开答复!公开听证"截至目前#

已成功化解
/

件缠访案件"

%

杨金坤
&

柳城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

城县检察院近日正式启用综合检

务接待大厅" 大厅集控告申诉!律

师接待!检务咨询!法律咨询!案件

受理!案件查询及行贿犯罪档案查

询于一体#由专人负责接待来访群

众#并提供来访指引!查询须知!控

告申诉流程和派驻乡镇检察室便

民卡等资料#使群众轻松享受便捷

高效的$一站式%服务"

%

莫晓丽"

湘潭 湖南省湘潭市检察

院日前与该市民主党派! 工商联!

无党派人士代表召开座谈会#就检

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与预防工作

开展协商交流 "座谈会上 #各民主

党派 !工商联 !无党派人士代表对

近年来湘潭市检察机关开展职务

犯罪侦查与预防工作所取得的成

效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了许多富

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

黄前良
&

沭阳 江苏省沭阳县检察

院近日会同该县县委政法委 !公

安!法院!司法!宿迁律师协会沭阳

分会等
(

家单位召开联席会议#就

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

访案件的组织领导! 履职管理!工

作方法!工作纪律等
.

个方面达成

了共识"

!宋广超"

贵阳花溪 贵州省贵

阳市花溪区检察院日前开展了$普

法宣传#双节送法进社区%活动#在

辖区溪北社区设立法治宣传台#为

过往群众发放职务犯罪预防及举

报宣传资料# 现场解答群众提问#

并详细介绍了该院职务犯罪预防

局的工作内容和职能" 活动现场#

该院共接待群众
"##

人次#发放宣

传资料
(##

份"

%

魏文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