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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

卫市检察院高度重视代表委员联

络工作!

!"#$

年主动邀请代表委员

#$%

余人"次#走进驻所检察室$预

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等开展

检察观摩日活动!同时广泛征求意

见建议!受到代表委员一致肯定%

&

张莉 桂萍
'

肥乡 河北省肥乡县检察

院在该县两会召开前夕!由党组成

员分别带领相关科室检察人员就

!%#$

年的检察工作和
!%#(

年工

作谋划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

意见建议! 并根据收集到的意见$

建议!对该院检察工作报告进行了

修改完善%

!李贺军"

中方 湖南省中方县检察

院近日就&规范司法行为!服务地

方发展'议题!邀请部分人大代表

座谈!认真收集代表们提出的意见

建议%近年来!该院主动加强外部

沟通联系!深入乡镇走访!着力推

行阳光检察!实现透明司法!获得

群众一致好评%

!鲍尧"

云霄 福建省漳州市云霄

县检察院近日举办以&推行检务公

开!促进司法规范'为主题的检察

开放日活动%该县
)*

名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群众代表应邀来院!参

观案管办公室$ 电子卷宗阅览室$

控申远程接访室$办案工作区$&开

漳文化' 廉政国学文化长廊等场

所%参观结束后!代表委员还就如

何进一步促进司法规范与干警进

行了交流%

!方少婧"

城固 陕西省城固县检察

院检察官近日走访了多位熟悉惠

农政策的人大代表!就&精准扶贫'

政策和预防涉农职务犯罪工作向

其征询建议%代表们建议!要加大

对镇$村级群众身边的腐败分子的

查处力度!以惩治促预防!保护好

惠农资金到达群众手中的&最后一

公里'! 让群众不打折扣地享受国

家的惠农政策%

!邹登军"

伽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伽师县检察院近日开展 &开门评

警 '活动 !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

员$ 人民监督员等召开民情恳谈

会!同时在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

务时征求意见建议!及时发现和解

决干警在司法办案$履职尽责及队

伍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切实改进

检察工作!加强队伍建设%

!费宜浩"

信丰 江西省信丰县检察

院近日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一同来到该院精准扶贫挂点的

大阿镇禾秋等
(

个村!深入贫困户

家庭进行走访!协同代表委员与贫

困户制定行之有效的脱贫计划!拉

近检民关系%代表委员对该院精准

扶贫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表示充分

肯定%

!王明建"

都安 广西壮族自治区都

安瑶族自治县检察院检察长卢锋

近日在该县第十四届人大六次会

议上作检察工作报告!得到了各代

表团的高度评价% 代表们认为!该

院深入推进平安建设和过硬队伍

建设! 全面履行各项检察职能!为

维护法治尊严和人民群众权益作

出了积极贡献%

!韦光辉"

日照岚山 山东省日

照市岚山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盖卫星近日对该区检察院办

理案件获评为&全国行政检察十大

精品案件'作出重要批示!认为该

区检察院连续两届在评选中获奖!

说明了岚山区检察院依法办案$程

序规范$效果明显!体现了该院检

察人员整体素质和水平!成绩来之

不易!值得肯定%

!王岗"

镇江润州 江苏省镇

江市润州区检察院近日组织干警

走访辖区
+%

余名人大代表$ 政协

委员! 就
!%)(

年度检察工作征求

意见% 代表委员围绕服务经济建

设$预防职务犯罪$规范司法行为

和检务公开等方面提出了多条意

见建议!并对检察机关加强自身队

伍建设$切实保障群众利益提出了

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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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南 山东省莒南县检察

院近日被该省普法办公室命名为

&全省法治宣传教育示范基地 '%

!%)$

年!该院开展警示教育法治讲

座
))

次! 依托反腐倡廉警示教育

基地和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先后

组织省内外
,%

余家机关企事业单

位$

)-!

万余人和临沂市
!%

余所学

校中小学生来此开展警示教育和

青少年犯罪预防教育%

!吴业彬"

米易 四川省米易县检察

院普威检察室近日会同普威森林

派出所来到白坡彝族自治乡核桃

坪村开展法治宣传活动%普威森林

派出所领导首先向村民通报了该

村违法采伐林木情况 !随后 !普威

检察室干警结合该村违法砍伐林

木案件实际情况!讲述了非法占用

农用地罪 $盗伐林木罪 $滥伐林木

罪$盗窃罪的犯罪构成等%

!朱正富"

桐柏 河南省桐柏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开展立案监督执法工

作专题培训% 该县公安$ 环保$国

土$林业$水利$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等
)%

余家涉及生态安全和食品药

品安全的近百名行政执法人员参

加了活动%活动旨在使参训人员进

一步掌握收集$ 固定证据的方法!

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

!涂湘 郭冬冬"

湘潭岳塘 湖南省湘

潭市岳塘区检察院近日举行座谈

会!&全省十佳热爱读书检察官'张

蕾$彭晰宇同志号召全院干警培养

奋发学习$顽强拼搏的进取精神和

热爱学习$ 热爱读书的良好作风!

并希望干警多读书 $读好书 !创建

读书风气最盛的检察院%

!杨颖"

上思 广西壮族自治区上

思县检察院近日迎来
!%)(

年第一

个检察长接待日 %当天 !该院检察

长来到信访接待室!认真听取每个

来访群众的诉求!并指定控申科专

人专办 ! 要求及时给来访群众答

复 !务必做到事事有回音 $件件有

结果%

!梁桂枝"

灌云 江苏省灌云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干警家属召开 &亲情助

廉'恳谈会%该院领导领读检察干警

廉洁自律有关规定! 分析廉洁从检

对干警$ 家庭及检察事业的重要意

义!组织家属谈体会$讲心得!并签订

了亲情助廉承诺书! 切实提高干警

亲属促廉督廉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范玉兵"

铜川印台 陕西省铜

川市印台区检察院电子卷宗管理系

统近日正式上线运行% 电子卷宗系

统包含卷宗制作$内部阅卷$证据辅

助分析$律师阅卷$出庭示证$流转

共享功能! 通过在全国检察机关统

一业务应用系统目录中增设 &电子

卷宗'栏目!可以将传统的纸质卷宗

扫描成电子版并上传% 工作人员只

需点击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

系统目录中的&电子卷宗'!后台将

自动链接到电子阅卷管理系统!实

现两大系统同步运行%

!史伟"

三亚城郊 近期!海南

省三亚市城郊检察院组织全院干

警利用八小时外时间!连续奋战
)%

余天 ! 完成了对
!%)+

年以来近

$%%%

件案件的质量评查任务!并建

立台账督促整改落实!为推动司法

规范化和司法责任制改革奠定了

基础!得到了省市院领导的充分肯

定和赞扬%

!江浩 张映忠"

赫章 贵州省赫章县检察

院近日建立(青年干警参与控申接

访锻炼制度)% 该制度要求新入院

青年干警到控申科接待来访群众!

跟班学习处理刑事申诉$审查初查

不立案等控申业务知识%活动旨在

有效增强青年干警群众工作能力!

将&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宗旨

深刻融入到检察工作中%

!徐茂鹏 王祥"

同心
!%)$

年以来! 宁夏

回族自治区同心县检察院积极推

进简易程序公诉案件派员出庭工

作!根据案情$处刑情况$被告人认

罪情况等!把案件分为&繁'&简'两

类! 通过案件繁简分流审理机制!

实现了程序上简化$质量上优化%

!马维荣 杨娇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