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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永定
!

月
"#

日!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检察院组

织开展
"$!#

年涉毒案件质量专项

评查" 该院对
"$!#

年批捕的涉毒

案件进行了逐一对照检查!对质量

评查中发现的法律文书文字差错#

风险评估不规范#适用法律不准确

等问题制定了整改措施"

!吴卫兵 李国标"

横县 近日! 由最高检 #

中国检察官教育基金会#检察出版

社援建的图书室在广西壮族自治

区横县检察院正式建成"该图书室

援建图书达
%$$

余册!图书种类涵

盖了检察理论与实务#刑法理论与

实务#诉讼理论与实务#法学综合

与法学教材等相关学科!旨在推进

该院成为学习型检察院"

&

陈熔
'

黎城 近期!山西省黎城

县检察院民行部门结合该省检察

机关正在开展的$支持起诉维护劳

动者合法权益 % 专项活动 ! 积极

与劳动等职能部门建立沟通协调

机制" 近年来 ! 该院民行部门定

期或不定期到乡镇或有关单位巡

回走访! 开展受理控告申诉 # 化

解社会矛盾等工作 ! 积极帮助解

决拖欠农民工工资#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等问题"

!赵伟 杨帆"

山丹 甘肃省山丹县检

察院近日对全体干警进行廉政法

规知识测试 " 测试内容主要包括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 和省 #

市以及检察系统有关廉政规章制

度等" 此举旨在督促干警将党纪

法规和自觉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的

职责铭记于心!筑牢拒腐防变的思

想防线"

!石文纲"

南乐 河南省南乐县检

察院近日联合该县公安局#教育局

开展$法律服务进校园%活动!检察

官和公安民警一起走进该县实验

中学!为该校
($$

余名学生上了一

堂法治课" 该院公诉局干警对抢

劫#故意伤害等罪名进行了详细讲

解!勉励学生要多学法律!做一名

遵纪守法的好学生"

!闫伟东"

赤城 河北省赤城县检

察院近日建成并启用了多功能行

贿犯罪档案查询中心"该中心实行

$开放式%作业!设立了$档案查询%

和$预防咨询%两个对外窗口!为进

一步规范政府集中采购#工程建设

项目#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等招标活

动提供查询"

&

迟轩
)

阳新 在近日召开的湖

北省阳新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六次会议上!该县检察院检察

长所作的检察工作报告获全票通

过"

"$!#

年! 该院坚持强化法律监

督#强化自身监督#强化队伍建设!

推动了检察工作健康发展!先后荣

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科技强检

示范院%$全国检察宣传先进单位%

等荣誉称号"

!向春林"

苍溪 四川省苍溪县年度

考核第一考核组一行近日对该县检

察院
"$!#

年度班子建设#队伍建设

和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考

核组听取了该院检察长代表党组在

干警大会上作的述职报告和检察工

作汇报后!对该院
"$!#

年获得$全

国科技强检示范院% 等工作成绩给

予肯定! 并对班子成员以及中层领

导干部进行了民主测评"

!王洪录"

修水 江西省修水县检

察院近日开展 $加强生态检察!服

务绿色崛起%专项监督活动 "该院

成立了以检察长为组长#各班子成

员为副组长#各内设机构负责人为

成员的领导小组!负责对各责任部

门的督促指导!确保专项监督活动

顺利进行"

!高英"

宝鸡陈仓 陕西省宝

鸡市陈仓区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

科干警近日深入辖区拓石等镇!为

农村$两委%成员举办专题预防职

务犯罪警示教育讲座"该院通过以

案说法等形式!引导农村$两委%成

员遵守法律法规! 用好手中权力!

进一步增强法治观念"

!刘培莹"

宁县
!

月
"#

日!甘肃省

宁县检察院召开节前警示教育大

会"会上!该院负责人要求全体干

警在思想上筑牢保廉$警戒线%!在

行动上筑牢促廉$亲情线%!在机制

上筑牢督廉$高压线%!进一步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确保

春节期间廉洁过节#文明过节"

!尚伟龙"

云霄
!

月
"#

日!福建省

云霄县检察院组织全体干警进行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 知识测

试"测试结束后!该院召开全体干

警廉政教育大会! 帮助干警树立

$监督者更应该接受监督%的意识!

营造崇廉尚俭的氛围"

!方少婧"

十堰郧阳
!

月
"#

日!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检察院未

检科干警为该区第一中学的
($$$

名学生上了一堂主题为$寒假与法

同行%的教育课"干警从该区未成

年人犯罪现状谈起 ! 结合办案实

际!介绍了青少年极易触犯的犯罪

类型及相关法律问题!教育学生遵

纪守法!学会保护自己"

!李贵华"

浦江
!

月
"#

日!浙江省

浦江县检察院组织科室负责人进

行廉政谈话!并下发了&廉政谈话

提醒单'" 该院要求科室负责人严

格落实$一岗双责%和$一案双查%

规定!在率先垂范的前提下 !每季

度至少听取一次下属人员遵守廉

政纪律情况汇报!进一步增强守规

矩#明纪律的自觉性"

!彭文芳 盛文庆"

大埔 广东省大埔县检

察院检察官日前来到该县两所小

学开展$安全伴我度寒假%法律专

题讲座"检察官结合未成年人违法

典型案例! 从出行安全 # 网络安

全# 交通安全三个方面进行讲解!

切实提高小学生的法治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 为学生健康成长保

驾护航"

!邓志妮 刘育波"

荥经 近日!四川省荥经

县检察院党组结合 $三严三实%要

求!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党组议事

规则'&班子成员定期谈心谈话规

定'&党组重大事项集体决定意见'

等一系列民主建设制度"此举旨在

充分发挥班子的整体优势!最大限

度地增强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努力建设勤政有为的班子队伍"

&

李晟
)

余庆 贵州省余庆县检

察院职务犯罪预防联络办公室近

日在该县公安局消防大队挂牌成

立"据悉!该院与该县公安局消防

大队结合工作实际 ! 联合签订了

&预防职务犯罪联席会议制度 ' !

对干部任用# 工程建设 # 物资采

购# 经营管理等重点环节开展联

合预防! 并从加强思想教育 # 完

善制度建设等方面!有效预防职务

犯罪的发生"

!陈诗萌 陈朝伟"

镇巴 陕西省镇巴县检

察院近日邀请该县人民医院急诊

急救中心医生为干警作主题为$美

好生活的开始(((健康%的健康知

识讲座"授课医生讲解了常见疾病

的预防措施!并从饮食#运动#心态

等方面!讲解了有益健康的生活方

式! 促使全体干警增强健康意识!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张媛媛"

灵川 广西壮族自治区

灵川县检察院检察官近日应邀到

该县国税局为
%$

多名税务干部作

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 该院副检

察长与国税局干部一起学习了中纪

委六次全会精神! 深刻分析了当前

反腐败总体形势和要求! 并结合近

几年该院查办的职务犯罪典型案

例!剖析犯罪原因和危害!教育引导

税务干部自重#自省#自警#自律"

&

秦庆宏
)

利辛 安徽省利辛县检

察院近日对
"$!#

年第四季度反

贪#反渎#侦监等业务部门办理的

全部案件进行评查"评查小组采取

$一案一评%的方式!对案件的事实

认定#文书制作#法律适用#涉案财

物处理等方面的规范化问题进行

了重点评查!对案件存在问题的原

因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整改意见"

!张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