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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 日前!湖北省恩施

州人大常委会对咸丰县检察院贯

彻执行行政诉讼法的情况开展了

执法检查"检查组对该院在推进依

法行政#公正司法方面所取得的成

绩给予了高度肯定!该院以检察建

议形式助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做

到了监督到位而不越位!对依法行

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余路 陈军"

濉溪 安徽省濉溪县检

察院近日向辖区代表委员发放征

求意见函
!""

余份!广泛征求他们

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主动接

受监督"代表委员对该院开展的农

村涉农检察工作和社区矫正监督

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

张大胜"

泾川 甘肃省泾川县检

察院日前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来院

视察!代表们听取了该院预防职务

犯罪工作情况汇报!观看了反腐专

题片!参观了警示教育基地和控告

申诉接待大厅"他们对该院工作表

示充分肯定!并就如何加大预防宣

传力度等问题建言献策"

!张振华"

信丰 江西省信丰县检

察院近日邀请多名代表委员来院

座谈!在听取该院有关负责人工作

情况汇报后!代表委员充分肯定了

该院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并围

绕今后进一步加强公益诉讼等方

面提出了意见建议"

!王明建"

广平 河北省广平县检

察院近日邀请当地人大代表
$%

人

来院视察!代表们对该院预防职务

犯罪警示教育基地给予了高度评

价!认为基地作为预防职务犯罪的

有效载体!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案

例典型!效果突出"

!韩亚召"

彬县 陕西省彬县检察

院近日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及社会各界代表到该院参观视

察"代表们参观了检务大厅#视频

接访室#办案工作区#驻所检察室!

对该院$深化检务公开!促进阳光

司法%$拉近检民距离!增进检民感

情%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

评价"

&李佐'

安远 连日来!江西省安

远县检察院开展 $代表委员联络

月%活动!自觉接受外部监督"该院

&

名院领导分别带队!通过深入代

表委员工作场所!面对面地征求意

见建议!共联络省市县三级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
!$

名!征求意见建议

''

条!受到了代表委员一致好评"

&唐强英'

抚顺 辽宁省抚顺县检

察院近日根据代表委员建议!与该

县电台#电视台联合主办(检察之

声 )节目 !产生较好反响 "该院表

示!此节目将长期办下去!旨在更

好地发挥$窗口%作用!全力促进检

务公开!让检察工作不再神秘"

!敖秀英 史长青"

社旗 河南省社旗县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近日就查办危害能

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及食品药品安全

渎职犯罪专项工作情况! 到该县检

察院进行检查评议"检查组认为!该

院在专项工作中既重打击更重预

防!职能发挥到位!工作扎实有力!

希望继续加强$两法%衔接及普法宣

传!让守法成为公众行为准则"

&宋德明 徐琳'

桂林秀峰 广西壮族

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大常委会

近日对该区检察院刑事立案监督

工作开展调研"秀峰区检察院检察

长陶建立向调研组汇报了该院立

案监督工作做法!包括通过侦监与

控申合作拓宽线索!在辖区派出所

设立检察官监督站#建立信息共享

平台等!获得调研组高度肯定"

&朱程路'

灌云 江苏省灌云县检

察院日前制定出台了人民监督员

信访接待工作制度!把人民监督员

制度与控申接待#刑事和解等制度

紧密衔接起来!规定了人民监督员

以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的形式参

与接访以及人民监督员主要应当

负责接待到访群众的数种情形"

&范玉兵'

阳江阳东
''

月
%

日! 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检察院

召开办案安全工作会议" 会议通

报了近期在检察机关发生的一些

办案安全典型事故! 深入分析发

生的原因!吸取经验教训!同时查

找该院办案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隐

患!及时堵塞漏洞!保证办案工作

安全"

!林良鹏"

安阳
''

月
%

日!河南省

安阳县检察院举办检察信息培训

暨组稿会" 会议特邀上级检察机

关及当地县委信息写作专家与该

院干警座谈交流!点评文章!传授

经验"会上!

'$

名信息撰稿人依次

上台汇报!接受专家点评!取得了

良好的学习效果"

!姜宝成 师向军"

黔西 近日!贵州省黔西

县检察院研究出台了 (关于进一

步发挥检察职能服务全县经济发

展的意见 )"根据该意见 !该院要

立足检察职责!全面落实县委#县

政府对各项改革的部署规划 !围

绕社会事业改革!开展教育招生#

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 #创业就业 #

收入分配等领域职务犯罪专项查

办和预防工作"

!侯尚志"

满洲里 内蒙古自治

区满洲里市检察院近日组织全体

干警集中学习刑法修正案 &九'"

该院检察长带头阅读修正案中的

具体内容! 将修正案新旧法条逐

一对比解读! 系统地对全院干警

进行了集中培训" 此次学习旨在

促进干警学深# 学透# 学精修正

案!不断提高自身司法能力!夯实

理论根基"

!徐庆礼 王晗"

天津西青 天津市西

青区检察院自
$"'!

年起为群众开

通了 $检察服务直通车 %!由各派

驻检察室干警定期深入各村镇 #

社区! 为群众面对面提供法律宣

讲#座谈咨询#法律服务等一站式

服务 "目前 !检察室干警已将 $检

察服务直通车% 开到了辖区
$"

个

村#社区和企业"

!张艳红 崔红丽"

浦北 今年
'"

月以来 !

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检察院案

件管理办公室与民事行政科全体

干警深入走访了辖区各乡镇的司

法所#派出所!就如何规范司法行

为与公安# 司法部门人员进行交

流! 并对当前检察机关提起公益

诉讼改革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学

习讨论"

!赵露 朱文娟"

涡阳 安徽省涡阳县检

察院近日查办了一起大学生村官

贪污案件" 该院预防科借助案件

查办之机!以身边事警示身边人!

为该县的选派干部# 大学生村官

举办了一场以$加强修养#把握人

生#自觉预防职务犯罪%为主题的

廉政警示教育讲座! 教育他们以

此为戒!廉洁守法"

!范婕"

桐柏 河南省桐柏县检

察院今年初开启危害生态环境犯

罪案件优先#快速办理$通道%!针

对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案件组成专

门办案小组!实行专人快速办理!

形成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检察调

查#支持起诉#犯罪预防一体化工

作模式"

!韩祁山 李维维"

单县 山东省单县检察

院日前设置律师投诉平台! 公开

律师接待受理电话! 并在看守所

及案管部门显著位置设立律师意

见箱和投诉电话! 由专人负责每

日查看"同时!建立对侵害律师执

业权利行为的定期通报制度 !由

纪检监察部门牵头受理律师投

诉! 查实后依纪依规进行严肃处

理!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冯秀兰"

卢龙 河北省卢龙县检

察院近日在京秦高速公路卢龙收

费站建立预防职务犯罪联系点!并

举行授牌仪式"该院将通过个案跟

踪预防#工程招标现场监督#专题

调研#定期宣传#以案释法等形式!

为收费站提供多种形式的法律服

务!为打造廉洁高效的高速公路运

营体系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

!杨燕渤 张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