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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 甘肃省敦煌市人大

常委会近日召开!尊崇宪法"学习宪

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座谈会$会

上%敦煌市检察院检察长汇报了该

院学习贯彻宪法相关情况%并表示

该院全体人员将牢固树立宪法意

识%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做遵守

宪法&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的表率$

'闫 力(

邯郸 河北省邯郸县检察

院近日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参观该院检务公开大厅& 办案工作

区% 观摩视频审讯系统%!零距离#感

受该院公开透明的!阳光检察#办公

环境$该院检察长李清林还主动向代

表委员汇报了今年以来的各项检察

工作%受到代表委员一致好评$

!

张海涛
"

凤翔 陕西省凤翔县检察

院近日结合开展!规范司法行为&提

升司法公信#主题检察开放日活动%

邀请
#$

多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

人民监督员走进检察院$该院采取

多媒体展示&互动交流等形式介绍

了检察职能&办案流程%通报了今年

的检察业务&队伍建设情况及取得

的成绩%受到代表委员好评$

!谢继锋"

安阳北关 河南省安

阳市北关区检察院检察长近日向

该区人大常委会汇报了今年的检

察工作情况%受到常委会组成人员

充分肯定 $同时 %一些常委会委员

建议该院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做

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强化诉讼监

督%加强队伍建设 %为北关的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吴宣正"

松滋 湖北省松滋市检察

院近日对一起致人轻伤& 涉嫌故意

伤害罪的刑事案件举行拟不起诉案

件听证会%

%

名人大代表&

&

名政协

委员和
&

名人民监督员获邀参与了

案件听证$代表委员一致认为%公开

听证会增强了检察工作透明度%促

进了社会矛盾纠纷的有效化解$

!彭巧媛"

昭苏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昭苏垦区检察院近日召开征求

人大代表意见建议座谈会%

'

名人

大代表应邀参加座谈 $会上 %该院

检察长汇报了今年以来该院各项

检察工作情况%受到代表的充分肯

定$代表们同时也提出了意见和建

议%希望该院进一步发挥法律监督

职能%为昭苏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

司法保障$

!闫峰"

金堂 四川省金堂县检

察院呈送的!预防职务犯罪 预防

经济犯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经

验材料%近日得到成都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李小新的批示肯定$今年

以来%该院抽调精干力量组成预防

宣讲团%结合身边典型案例在辖区

内开展 !巡回法治大讲堂 %预防宣

讲警示教育#活动
#$

余场$

!黄平 刘朝敏"

信丰 江西省信丰县检

察院近日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视察该院反渎职侵权局的工

作进展情况%其间该院反渎局局长

介绍了一起该局办理的大案)))

涉案嫌疑人以虚假手段套取国家

补助款
($$

多万元 $ 代表委员认

为%该案的办结严厉打击了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行为%并对该

局公正办案的作风表示肯定$

'王明建 钟梅兰(

莱芜钢城 山东省莱

芜市钢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葛

敬玉近日带领部分常委会组成人

员和人大代表%对该区检察院预防

职务犯罪工作进行专题调研$调研

组认为钢城区检察院深入推进预

防职务犯罪工作专业化& 规范化&

社会化建设%在全区营造了风清气

正的良好氛围%同时建议该院加强

新形势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探

索研究$

!赵 帅"

梧州万秀 广西壮族

自治区梧州市万秀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卢坚雄日前带领部分常委会组成

人员来到万秀区检察院%专项听取该

院执法监督工作开展情况$卢坚雄认

为该院创新检察监督工作机制%工作

扎实有力%监督成效显著%并建议加

大法律监督力度%尝试开展公益诉讼

活动%积极维护民生权益$

'王世楠(

安远
&#

月
)

日%江西省

安远县检察院干警来到该县滨江

广场开展!国家宪法日#宣传活动$

干警们紧紧围绕 !弘扬宪法精神#

这一主题% 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

放宣传材料&接受法律咨询 &以案

说法等多种形式%吸引过往群众参

与%以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

蓝希辉
"

建宁
&#

月
*

日 % 福建

省建宁县检察院未检科干警来到

该县城关中学 % 开展以 !克服不

良习惯 % 远离违法犯罪 # 为主题

的法治讲座 $ 活动中 % 该院检察

官通过播放视频和
++,

课件% 深

入分析了青少年违法犯罪和不良

习惯的关系 % 详细阐述了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相关法律知识$

!邓高彬 何杨洁"

郎溪
&#

月
#

日%安徽省

郎溪县检察院检察官到该县国税

局开展 !清廉护税 勤政为民#主

题座谈会$会上%该院检察官详细

分析了诱发职务犯罪的各类不良

心态% 通过剖析身边的鲜活案例%

提醒广大税务干部要筑牢思想&道

德&法律三道防线 %并就如何深入

推进检税合作&预防和惩治职务犯

罪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费玲 孙芬"

桂东
&#

月
#

日%湖南省

桂东县检察院分别在该县人民医

院& 中医院召开警示教育座谈会$

结合近年来查办的典型案例%该院

检察官对医疗系统职务犯罪的主

要特点&社会危害及犯罪成因进行

了深刻分析%提出了药品采购集中

审批&重要岗位不定期轮岗等预防

建议$

!黄景辉"

灵台 甘肃省灵台县检察

院近日为该县公共资源管理中心

项目招投标数据库建设提供行贿

犯罪档案查询服务 $ 该院按照建

筑&国土&水务&林业&煤业&政府采

购等项目类别%集中时间对申请入

库的
&'$

多个企业和法定代表人

的行贿犯罪档案进行查询%及时向

该中心提供了准确的档案数据$

!曹宏"

大城 河北省大城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干警集中学习刑法修

正案'九(%并将
&&

月命名为!新形

势&新思维&新政策&新做法 #的相

关业务专题学习月$该院向干警发

放刑法修正案'九(全文&新旧法律

条款对照表&法学专家解读等学习

资料%就修正案中与工作密切相关

的重要条文内容逐条逐句进行研

究$

!刘巧敏 吴珊"

莘县 山东省莘县检察院

近日开展刑法修正案 '九 (专题学

习活动$该院在认真听取专家对修

正案详细解读的基础之上%针对新

旧法条进行了对比学习%对修正案

中的新增罪名&贪污贿赂犯罪的定

罪量刑标准等进行了深入学习%并

重点探讨了修正案实施后对检察

办案的影响$

!刘娟"

方城 今年以来% 河南省

方城县检察院坚持做好检察业务

运行态势分析研判 %每月 &每季度

分别对办案部门和检察人员的办

案质效进行统计 % 分析存在的问

题%提出可行性建议 %充分发挥业

务管理的引导作用%以绩效管理引

领工作努力向前$

!罗清成 丰雪飞"

呼图壁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呼图壁县检察院自开通官方

微信&微博&手机客户端以来%主动

做好法律宣传和咨询&线索排查和

收集等工作%将!两微一端#作为近

距离倾听群众声音&了解社情民意

的新平台$今年以来%该院通过!两

微一端#收集社情民意
%$

余条%通

过微信&微博发送检务公开和检察

信息
&$$

余条$

!董靖 顾琴玉"

景德镇珠山 今年

以来%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检察

院在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

中%注重探索教育结合感化的办案

新途径$该院监所科每个季度定期

派干警开展未成年人帮教活动%对

未成年服刑人员进行一对一的心

理咨询和辅导 % 赠予相关法律书

籍%并开展法律讲堂$

!叶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