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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西满实业有限公司 !林国贞 !柳玉好 !林
少龙!叶秋怡"本院受理原告林钦海诉被告深圳市西
满实业有限公司!林国贞!柳玉好!林少龙!叶秋怡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向你们直接
送达案件相关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如下法律
文书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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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龙法民一初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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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民事
裁定书&管辖权异议驳回'!上诉须知(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 "可在
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广东省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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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阳谷县检察院开展以)规范司法

行为!提升司法公信*为主题的检

察开放日活动" 邀请当地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特约检

察员以及新闻媒体代表走进检察

机关"听取工作汇报"参观控申接

访大厅!办案工作区!侦查指挥中

心等"零距离感受)阳光检察*(

!张土土"

#$

黑龙江省孙吴县

检察院近日组织开展不作为 !乱

作为等损害群众利益自查活动 (

该院结合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

工作"对违规办案!不文明办案以

及久拖不决! 压案不查等损害群

众利益问题进行专项治理" 要求

班子成员和科室负责人带头查

摆"进一步整改违规违纪行为(

)

王庆学
*

%&'

宁夏回族自

治区青铜峡市检察院近日开展)职

务犯罪案件回访*工作(该院纪检

监察人员在对今年以来查办的职

务犯罪案件进行梳理后"选取部分

重点案件" 采取深入发案单位!走

访涉案人员等方式"详细了解办案

人员行为是否规范!合法(

!马少军"

()

江苏省灌云县检

察院近日组织干警走进企业开展

)法律服务企业行*活动 (干警围

绕近年来办理的涉企案件以及企

业生产经营中常见的法律问题 "

采取案例剖析! 组织观看警示教

育片!法条解读等方式"对企业员

工特别是管理层进行了法治教

育"帮助他们解决涉法问题(

!范玉兵"

*+

河北省承德县检

察院近日开展案件质量评查活

动" 对今年以来所办理的全部案

件进行细致评查( 评查结束后形

成重点案件评查报告"将
#$

件存

在质量)瑕疵*和司法不规范问题

的案件在全院大会上进行了通

报"并制定了整改措施(

!刘世宗"

,-./

内蒙古自

治区霍林郭勒市检察院近日成立

)信息先锋队*" 集中收集分析辖

区内贪贿犯罪重点领域! 重点部

门!重点岗位的基本信息,实时搜

索和收集媒体! 网络上涉及辖区

内的贪贿案件线索" 以此实现对

反贪部门案件线索的统一管理 !

综合分析" 有效提高反贪队伍信

息处理能力(

!孙磊 于慧东"

0123

今年 "辽

宁省本溪市南芬区检察院建立检

委会集体学习制度" 要求检委会

委员每月集中学习与检察业务息

息相关的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和

上级关于检察工作的重要文件 "

以此不断提高检委会讨论重大案

件和检察工作中重大问题的能

力(

!韦武"

41

安徽省濉溪县检

察院近日召开案件评查评议会 (

该院专门成立了案件评查工作小

组" 重点围绕证据采信! 事实认

定!法律适用!程序规范 !案卷装

订等方面" 对以往办案存在的共

性和个性问题分别进行总结 (评

议会上" 评查工作小组还对评查

结果进行了反馈" 并督促承办人

及时加以整改(

!张大胜"

56

山西省右玉县检

察院近日组织全体党员干部专题

学习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廉洁

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要求干警把学习贯彻落

实-准则$和-条例$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段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 "进

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加强队伍建

设"树立纪律意识!规矩意识 !廉

洁意识(

!王晓东"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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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四川省

金堂县检察院预防部门干警到该县

房产管理局开展职务犯罪预防专题

讲座( 授课干警结合房产系统及身

边其他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以案

说法"剖析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特

点" 使听课人员对职务犯罪的危害

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黄平 刘朝敏"

9:;<=>

宁

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检

察院反贪局近日开展以 )加强理论

学习" 规范司法行为* 为主题的专

项工作" 通过案例交流! 授课演讲

等多种方式" 让每一位干警从内心

深处转变司法理念" 提升规范司法

意识, 组织干警加强对 -检察机关

执法工作基本规范$ 的学习" 重点

查找和解决司法行为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

!李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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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

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检察院近日组

织干警深入辖区乡村开展 )民生资

金安全*专题宣讲活动(该院干警向

群众宣传党和国家扶贫惠农政策"

讲解农村危房改造工程资金! 农机

购置补贴等与群众息息相关的惠农

惠民政策的补贴范围!对象!标准!

办理程序" 让群众了解自己能够享

受的惠农待遇(

!蔡新根"

BCDE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博乐垦区检察院近日对该

院
!,'$

年办理的审查逮捕!审查起

诉案件进行质量评查" 采取承办人

自查!干警互查!案管办随机抽查!

专职检委会委员集中统一点评等方

式"从程序!实体!刑事司法政策!案

卷装订等方面深入检查" 对好的做

法予以充分肯定" 对不足之处限期

整改(

!孙露"

FG

浙江省庆元县检察

院近日举办公诉案件审查报告制作

竞赛( 此次竞赛采取集中封闭的形

式" 要求参赛干警在
-

小时内对指

定案例进行阅卷!审查和分析"并制

作审查报告( 活动旨在激发年轻干

警学业务!钻业务!练业务的热情"

为公诉工作注入生机与活力(

!吴银燕"

HI

近日" 内蒙古自治

区根河市检察院控申科与职务犯罪

预防科干警深入基层开展保护野生

动物法治宣传专项活动( 该院干警

悬挂条幅! 发放宣传单和检民联系

卡"并结合近年来办理的相关案件"

向基层群众介绍非法猎捕杀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危害性和法律

后果(

!根检轩"

JK

今年
''

月以来 "

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检察

院实行干警工作日志制度" 要求全

体干警将每天具体工作情况填写在

工作日志里" 周末交科室负责人"

科室负责人每月末将干警具体工作

情况及科室整体工作进展情况向主

管领导汇报" 实行层级上报制度"

以便于院领导及时部署! 督促! 指

导各项工作(

!刘玉国"

LM

甘肃省永昌县检察

院日前组织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

准则$ 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相关知识测试"把廉洁自律的各

项要求和纪律规范刻印在每个党员

干部的心上"促使其坚定理想信念"

严守纪律底线" 永葆共产党人清正

廉洁的政治本色(

!孙其国"

N!

湖北省枣阳市检察

院近日开展以)规范司法行为!严肃

纪律作风* 为主题的专项教育整训

活动( 该院针对发现的突出问题进

行了整改"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积极

引导干警进一步转变司法理念"规

范司法行为"提高司法公信力(

!李建新 于宇"

OP

河北省易县检察院

近日选派党性强! 组织纪律性强的

检察干警担任各部门和外出办案组

的纪检监督员" 其职责是在院纪检

组的领导下" 做好本部门的纪律作

风监督工作" 及时了解本部门干警

思想动态!工作动态"对有违纪违法

苗头的现象"做到早发现!早警示!

适时报告" 并协助做好本部门干警

廉政档案的建立工作(

!卓立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