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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县
!"

月
"#

日! 河北

省魏县检察院远程视频接访系统

开通并正式运行"该系统通过检察

内网与上级检察机关互联互通!具

备实时视频对话的功能!来访群众

足不出户就能向上级检察机关反

映诉求"这是该院主动践行 #互联

网
$

检察$思维!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的有力举措%

!郭运常 张振兴"

壶关
!"

月
"#

日! 山西

省壶关县检察院开展以 &规范司

法行为 ! 提高司法公信 $ 为主题

的检察开放日活动 % 人大代表 '

政协委员 ' 基层群众代表和律师

代表等走进该院 ! 参观了巡回检

察车' 案件管理中心 ' 控申接待

室' 办案工作区及各业务部门等

办公场所 ! 零距离感受该院各项

工作"

!李世杰"

华安
!"

月
"%

日! 福建

省华安县检察院开展检察开放日

活动! 邀请
"&

名人大代表' 政协

委员' 机关工作人员 ' 教师和群

众参观案件管理中心 ' 控申来访

接待室' 廉政文化走廊' 讯问室!

向他们介绍
"'!&

年检察工作开展

情况! 并征求他们对检察工作的

意见建议"

!邹顺平"

敦煌
!"

月
"%

日! 甘肃

省敦煌市检察院召开
"(!&

年度述

职述廉大会"会上!该院
"!

名科级

干部汇报了学习政治'履行岗位职

责及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情况!分析

查找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就做好

下一年度的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思

路!并进行了民主测评"

!闫力"

大埔
!"

月
"%

日! 广东

省大埔县检察院检察官来到该县

虎山中学! 为该校
"(((

余名高中

生上法治宣讲课"课堂上 !该院检

察官以&克服任性!预防犯罪$为主

题! 结合该院查办的真实案例!为

学生讲解法律知识 "最后 !检察官

寄语学生们迈开青春步伐!走好成

长道路"

!刘育波 邓志妮"

开县
"(!&

年以来!重庆

市开县检察院积极探索引入第三

方监督机制!在对职务犯罪嫌疑人

作出取保候审决定之前!邀请嫌疑

人的辩护律师或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人民监督员到讯问现场 !当面

听取嫌疑人的供述! 进行监督"截

至目前! 该院共对
!!

件职侦案件

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

!王云辉"

凤阳 安徽省凤阳县检察

院近日在全体干警中开展&岁末岗

位大练兵$活动"该院采取多环节

模拟'全方位演练 '全员式互动的

方法!通过组织业务部门干警开展

庭审观摩'案件研讨'文书写作等!

提高检察人员的综合业务水平!进

一步规范司法行为"

!吴长忠"

根河 内蒙古自治区根河

市检察院检察官近日为该市供电

公司干部作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

座"讲座结合当前反腐败的严峻形

势!以大量的事实和案例!从国家'

社会'个人等角度阐述了职务犯罪

的严重危害!深刻剖析了电力系统

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和规律!并有

针对性的提出了预防建议"

!朱红伟"

彬县 陕西省彬县检察院

近日与该县国税'财政'国土'农村

信用联社等单位建立预防职务犯

罪工作机制!初步形成了社会化预

防网络" 该院将通过检察建议'预

防调查等形式!帮助发案单位堵漏

建制'消除隐患(通过行贿犯罪档

案查询'走访调研等方法 !加强对

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等重大经济活

动的监督%

!周鑫"

施秉 贵州省施秉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各行政执法部门重要

岗位人员到该县法院旁听该县牛

大场镇生保站原站长徇私舞弊不

移交刑事案件案的庭审 % 旁听人

员零距离感受法庭调查 ' 举证质

证' 法庭辩论 ' 被告人陈述等程

序! 表示深受教育 % 据反映 ! 此

次活动达到了 &办理一案 ! 教育

一片$ 的目的%

!廖仁君"

沁县
!"

月
"#

日! 山西

省沁县检察院举行主题为&规范司

法行为!提高司法公信 $的检察开

放日活动 ! 邀请该县部分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 '人民监督员等走进

检察机关! 零距离感受检察工作%

活动中!受邀代表参观了办公办案

区!搭乘巡回检察车参观了部分乡

镇检察室!并对该院工作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

!关爱峰"

库伦旗
!"

月
"%

日!内

蒙古自治区库伦旗检察院进一步

健全完善)检察机关重点部门司法

人员司法档案*! 在原有的干警个

人基本情况' 学习和培训情况'工

作简历及奖惩情况等基础上!完善

了干警司法执纪作风建设相关内

容%此举旨在加强对业务部门司法

人员的管理和约束!同时也为干部

的选拔任用提供依据%

!孙菲菲"

荔浦 广西壮族自治区荔

浦县检察院根据县委的统一安排!

近日联合该县纪委到辖区
!)

个乡

镇及县直重要职能部门开展预防

职务犯罪警示教育活动%该院成立

了以检察长为首的预防职务犯罪

宣讲团 ! 并先后到该县国土资源

局'财政局'农村合作银行荔浦分

行等单位举办预防职务犯罪讲座%

!黄玲玲"

寻乌 江西省寻乌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年终案件质量评查活

动! 抽调
!*

名业务骨干组成案件

质量评查小组! 对
"(!&

年已办结

案件进行评查%此次评查采取一案

一评议的方式 ! 对案件的实体认

定'程序履行'法律适用'文书质量

等进行全方位评查!并对评查中发

现的问题及时发出整改建议%

!朱鑫城"

宿松 安徽省宿松县检察

院近日开展集中走访辖区人大代

表活动 % 此次走访采取召开座谈

会' 个别走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向人大代表们介绍
"(!&

年该院检

察工作的开展情况及检察品牌创

建'检察官爱心妈妈等专项活动情

况!并认真听取了人大代表对加强

和改进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

!高克勇"

仪征 江苏省仪征市检察

院近期开展 #走基层' 听民声$活

动% 该院班子成员来到该市陈集'

刘集' 大仪等乡镇实地走访调研!

联络人大代表! 通报检察工作!了

解农村经济发展情况'存在的民生

问题以及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等%

!阚立青"

平和
"(!&

年以来!福建

省平和县检察院结合该县生态环

境特点!认真开展#绿色平和!生态

检察$专项活动 !重点打击破坏环

境资源刑事犯罪!严肃查办和预防

生态环境资源领域职务犯罪 %同

时!认真开展生态环境资源检察保

护宣传教育!积极引导有关企业及

人员自觉履行生态环境资源保护

的责任和义务%

!韩婧"

莫索湾垦区 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莫索湾垦区检察院

为认真落实最高检组织开展的#破

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

动$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专项立

案监督活动$的要求 !近日邀请了

森林公安局'环保局 '食药监局主

要领导参加座谈!认真探讨打击以

上领域犯罪的方法和举措%

!林文胜"

眉县 陕西省眉县检察院

近日开展办案纪律和安全防范专项

检查% 该院纪检组长对自侦案件的

办案记录'监控录像'犯罪嫌疑人随

身物品管理等进行逐案检查! 并对

案件的责任分工落实'审批流程'干

警间的监督配合进行细致检查%

!唐志佳"

上海金山 上海市金

山区检察院近日举办环境综合整

治#两法衔接$工作培训会!该区环

保局'公安分局 '规土局等单位负

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 !参会人员

就如何充分发挥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互补优势'提升司法规范化水

平等进行交流!并就在区域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中如何加强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提出建议%

!朱辰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