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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 甘肃省山丹县

检察院近日邀请
!"

名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来院视察!代表

委员视察了该院新建成启用

的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展

厅"称赞该院在预防职务犯罪

中有措施#有新意"并提出扩

大警示教育范围等建议!

!石文纲"

阜平 河北省阜平县

检察院不久前正式开通$阜检

人民监督员%微信群!该群将

定期发布阜检动态 # 案件信

息#检务公开及法律宣传等信

息"以微信形式搭建了与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 #人民监督员

联系沟通的平台!

!张霞"

临清 山东省临清市

检察院依据该院制定的 &职务

犯罪案件台账查询制度'"近期

首次邀请
#

名人民监督员查阅

该院
"$!%

年职务犯罪案件台

账!通过查阅台账"人民监督员

对职务犯罪立案情况" 采取强

制措施情况等进行监督" 并填

写&人民监督员意见反馈表'!

!杨金坤"

梁河 云南省梁河县

检察院近年来高度重视代表#

委员联络工作 " 完善联络机

制#创新联络方式#拓宽联络

渠道" 切实加强与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的联络沟通"实现了

代表# 委员联络工作制度化#

常态化!

!寸永红"

宜昌夷陵 湖北省

宜昌市夷陵区检察院近日邀请

该区部分代表委员参与该院拟

作不起诉案件的公开审查活

动! 该院副检察长介绍了案情

和拟作不起诉决定的依据#理

由" 参会的代表委员也发表了

各自的观点" 并对案件是否应

当做出不起诉决定进行表决!

!付霞飞"

伽师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伽师县检察院前不久邀请

该县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到该院办案工作区讯问室监

督!这是今年以来"该院第
%

次

邀请当地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亲临现场监督自侦案件同步录

音录像" 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群

众满意度和司法公信力!

!吕彦祥"

武功 陕西省武功县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丰等一

行
&

人近日到该县检察院调

研!调研组对检察机关民事行

政监察工作发挥的职能作用

给予充分肯定"对检察机关进

一步加强民行检察队伍建设#

加大民行检察宣传力度提出

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邵利利"

凤冈 贵州省人大代

表胡建华#省政协委员卢凤礼

等一行
'

人视察了贵州省凤

冈县检察院$

#(%

%预防腐败工

作!$

#(%

%即县#乡#村$三级%联

动"开展进机关#进学校#进企

业#进乡镇#进村居#进家庭$六

进%活动"实现宣传联手#制度

联建#项目联防#风险联控#效

果联评$五联%!代表委员对这

种预防腐败模式表示肯定!

!曾情怀"

桐柏 河南省桐柏县

检察院日前通过发放征求意

见卡#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广泛

征求人大代表对检察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目前已接收人大

代表的各项意见和建议
#$

余

条"专门召开党组会研究改进

措施"代表们对该院的整体工

作给予肯定!

!周闻胜 郭冬冬"

苍溪 今年以来"四川

省苍溪县检察院每办一起职

务犯罪案件"都邀请两名以上

人民监督员到场参加 " 从讯

问# 提审等办案环节过程中"

对有无刑讯逼供#辱骂 #法律

文书不规范等方面全方位监

督 !人民监督员认为"此举不

仅增强了检察工作透明度"而

且还是检察机关加强自身监

督一种有效形式!

!王洪录 汪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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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
!$

月
&

日"浙江省

海宁市检察院对
!$

名新进人员进

行岗前廉洁从检教育和廉政谈话"

教育引导他们坚定理想信念"严守

法纪红线 "坚守道德底线 "筑牢拒

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该院负责人对

他们提出要求"希望新进人员在新

的环境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苦练

业务水平"努力为检察事业贡献力

量! !高峰"

桂林象山 广西壮族

自治区桂林市检察院近日派员到该

市象山区检察院开展工作调研!今

年以来" 象山区检察院紧紧围绕司

法体制改革" 不断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通过从严考核"将真正符合办案

责任制改革需要# 能力素质过硬的

人才选拔出来" 获得调研人员的肯

定!

!侯俊富 周明强"

邱县 河北省邱县检察院

近日组织全体干警参加由全国检

察业务专家贾春梅主讲的&刑法修

正案 (九 )'解读专题视频讲座 !该

院检察长要求全体干警认真学习"

准确把握修正案要义"确保在今后

的检察工作中依法落实&刑法修正

案 (九 )'的要求 "以更好地打击犯

罪#保障人权!

!赵丽谦 徐志超"

泗阳 江苏省泗阳县检察

院近日就 $两法衔接 %工作开展情

况向该县人大常委会进行了专题

汇报" 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制

定下一步工作计划"并着重从开展

日常监督 #深化沟通配合 #强化责

任担当等方面贯彻推动该县人大

常委会意见部署"持续转变司法观

念"完善监管体系!

!卢静"

社旗 河南省社旗县检察

院近日采取集中解读# 个人深读#

提问助读等方式"组织干警学习贯

彻&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

制的若干意见 '相关规定 "要求干

警吃透司法责任制出台的意义"进

一步增强司法办案责任意识#依法

公正履职意识"夯实规避冤假错案

的责任根基!

!宋德明 潘建超"

天津西青 天津市西

青区检察院近日开展业务部门案

件质量专项评查活动" 涉及公诉#

侦监# 未检等业务科室的
!"

件案

件 !通过集中评查 #交叉评查及案

件评查结果反馈的方式"进一步增

强干警的规范司法意识"提高办案

质量!

!李刚 韩文婷"

石嘴山大武口 今

年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检察院积极转变办案手

段和方式 " 树立信息引导侦查理

念"利用组织机构代码信息查询和

工商信息查询平台等侦查信息共

享平台和身心监护仪#心理测试等

侦查技术措施"提高了案件侦破和

证据调取的时效性!

)

蒙娜
*

民勤 甘肃省民勤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全体干警学习&关于完

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

意见'!该院通过集体学习#个人学

习 #分组讨论等形式 "帮助干警准

确领会该意见的精神实质"牢固树

立谁办案谁负责#办案终身责任制

意识"着力提高办案质量和司法公

信力!

!王兆敏"

织金 贵州省织金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 $预防职务犯罪 "服务

企业发展%主题开放日暨$检察长*

董事长 %座谈活动 "邀请该县电力

公司 #烟草公司 #顺达市政公司等

企业的董事长 #厂长 #经理及相关

负责人参加座谈 !会上 "该院通报

了近年来立案查办的涉企案件情

况"分析了涉企职务犯罪案件的发

案原因"还就检察机关如何更好为

企业发展服务征求意见!

+

熊祖伦
,

金寨 安徽省金寨县检察

院日前与该县法院#公安#司法部门

联合制定了 &在押人员羁押期间表

现纳入酌定量刑情节实施办法'!该

制度规定" 由看守所依据相关监管

规定制定量化考核标准" 并对在押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日常表现进

行考核打分" 待案件进入公诉阶段

以后"逐步形成量刑证据材料!

!李成林 雷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