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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溪
!!

月
"

日! 安徽

省郎溪县检察院检察官来到该县

第二中学! 为该校全体学生上了

一堂主题为 "知法守法 做新时

代的好学生#的法治专题课$该院

检察官以
#

个青少年犯罪典型案

件为例 !从情 %理 %法三个层面深

入阐述了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道

路的原因%后果!教育同学们主动

学法!自觉守法$

!费玲 黄丹"

鹤峰
!!

月
$

日! 湖北

省鹤峰县检察院检察官用
%%&

向

检委会汇报了马某涉嫌利用影响

力受贿罪一案$ 这是该院推行用

%%&

向检委会汇报案件的首例 $

该院检察官通过
%%&

介绍了犯罪

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案件办理情

况%审查认定的事实及证据等$最

后! 该院主管副检察长进行了发

言点评$

!孟似虎"

铜鼓
!!

月
'

日! 江西

省铜鼓县检察院担任法制辅导员

的检察官走进该县职业中专 !开

展禁毒专题法治宣教活动$ 法制

辅导员根据中专学生的生理 %心

理特点! 结合典型案例和法律漫

画!向师生们讲解了毒品的危害%

毒品违法犯罪法律责任等内容 !

使师生对相关知识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

!欧阳枚子 吴崇儒"

南靖 连日来!福建省南

靖县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人员逐

一走访乡镇司法所! 了解社区矫

正服刑人员相关情况$ 该院在摸

底走访的同时建立明细账! 实行

&定期核查比对% 分类建档立卷#

制度!并按本地列管%交付外地执

行等进行分类管理$

!叶忠贤"

沈阳皇姑 辽宁省沈

阳市皇姑区检察院干警走进辖区

中学开展&学习刑法知识!预防校

园犯罪#主题法治宣讲活动$该院

干警结合实际案例! 对相关罪名

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析! 针对未

成年人如何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和

自我保护能力进行了生动讲解$

!皇检办"

洛南 为促进案件信息

公开工作高效%有序开展!认真贯

彻落实最高检%省%市检察院关于

案件信息公开的相关要求! 今年

以来! 陕西省洛南县检察院采取

多项措施! 积极推进案件信息公

开! 已在网上公开案件
()

余件!

公开法律文书
"*

份!发布重要案

件信息
'+

条!进一步加大了检务

公开力度$

!陈涛"

纳雍 贵州省纳雍县检

察院近日与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

召开合作共建教学实习基地座谈

会!并达成了共建协议$根据协议

要求!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在该院

设立&教学实习基地#!聘请该院理

论水平较高%实践经验丰富的干警

为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或硕士生导师!该院每年还指派
'

名以上检察官为贵州民族大学法

学院学生举办专题讲座$

!唐福刚"

大埔 广东省大埔县检

察院各党支部近日召开 &三严三

实#组织生活会!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

集中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参

会党员均根据学习内容交流了学

习心得和体会!并结合个人思想%

工作% 生活和作风实际! 对照检

查!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沈文娟 张妤"

民乐 甘肃省民乐县检

察院近日开展业务专题讲座 !组

织各科室局负责人精心准备材

料!向全体干警认真讲解反贪%反

渎%公诉%侦监%控申%民行等各项

检察业务需要注意的问题! 帮助

干警提高业务水平%综合能力!进

一步规范司法行为$

!夏爱"

扬中 江苏省扬中市检

察院近日特邀上海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开展刑法修正案'九(专题辅

导讲座$ 授课教授采取新旧法条

对照的方式进行讲解! 重点对限

制适用死刑等群众关注度较高的

法条进行了详尽解读$

!周萍 张莉莉"

建宁 福建省建宁县检察

院近日应该县卫生局邀请!组织该

院反渎%预防等部门干警为辖区卫

生系统干部职工进行预防职务犯

罪教育培训 $活动中 !该院反渎局

局长为参会人员作了主题为"珍惜

职业生涯!远离职务犯罪)的讲座!

并组织观看预防职务犯罪教育片

*唐跑跑流浪记+$

!邓高彬"

海宁 今年以来! 浙江省

海宁市检察院结合司法规范化建

设要求!在审查批捕环节严格把握

批捕条件!突出关键性证据和社会

危险性条件的审查!注重听取律师

意见 !杜绝 &带病批捕 )!实现办案

质量和办案效果双提升 $ 截至目

前 !经严格把关 !决定不批准逮捕

+$

件
!!$

人!因取证问题向侦查机

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

份$

!高峰"

蚌埠禹会 安徽省蚌

埠市禹会区检察院近日邀请
(

名

律师代表参加该院组织的&职务犯

罪侦查阶段律师会见问题 ) 座谈

会!重点分析案件办理过程中律师

知情权及会见权的保障问题!并从

律师接待流程% 阅卷会见安排%案

件信息查询等方面交流了与律师

权益相关的检察工作$

!王文艳"

莘县 山东省莘县检察院

近日与该县公安局联合召开追查

职务犯罪在逃人员工作会议 $会

上!该院与该县公安局认真学习了

公安部&猎狐
')!,

专项行动)的内

容及要求!深入分析了该院追逃工

作的现状%所面临的的严峻形势及

工作的难点!明确了今后的工作思

路!研究制定了追逃工作方案$

!刘娟"

敦煌 甘肃省敦煌市检察

院近日制定*关于开展公益诉讼工

作中各业务部门之间建立发现移

送案件线索联动机制的若干规

定 +!对案件线索移送程序 %范围 %

问责等均作了明确规定!建立了民

事%行政案件线索和刑事案件线索

的双向移送 %协作配合机制 !以进

一步规范案件移送工作$

!闫力"

利川 近日! 湖北省利川

市检察院在全院范围内开展规范

司法行为&回头看)活动!将前期评

查案件%收到关于规范司法行为方

面的举报以及向市委 % 人大及政

协% 上级检察机关收集到的问题!

逐一进行总结汇报!并对照相关要

求进行整改落实$

!陈小玲"

冀州 河北省冀州市检察

院近日邀请
!)

余名人大代表 %政

协委员旁听了一起案件!请他们公

开评议出庭公诉工作$受邀的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认真旁听了整个庭

审!并对公诉人的出庭工作给予了

充分肯定$同时!就加强法律宣传%

充分履行公诉职能等提出宝贵的

意见和建议$

!杨广顺 刘延岭"

内江东兴 四川省内

江市东兴区检察院近日与该区司

法局共同组织各乡镇司法所的助

理员及社区矫正人员参加以刑法%

刑诉法%社区矫正实施意见为考核

内容的知识竞赛$ 此次竞赛共设
,

个组! 每组
!)

人参加! 涉及必答

题 %抢答题等题型 $比赛最终评出

一等奖一名 %二等奖二名 %三等奖

二名!并为优胜者发放了纪念品$

!高永钦"

开封顺河 河南省开

封市顺河回族区检察院近日携手

该区法院!在河南大学法学院上了

一堂特殊的教育课$该区法院在此

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非法拘禁案

件!近
$))

余名师生全程旁听了案

件的审理 $庭审结束后 !公诉人与

在场的同学进行了互动交流!为他

们讲解庭审中涉及到的相关法律

知识$

!刘歌 关淑允"

天津南开 天津市南

开区检察院日前组织该院业务部

门和综合部门负责人分批到该市

河北区检察院交流检察工作!实地

参观兄弟院检察服务大厅%预防职

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等!认真听取

兄弟院对工作开展情况的介绍!详

细了解其在工作中的经验做法$

!高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