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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昌
!

月
"#

日!甘肃省

永昌县检察院干警带着春节祝福!

深入联系户家中!向联系户宣传党

的富农惠农政策"省市精准扶贫政

策和相关法律知识!并与村民共同

研究脱贫计划和帮扶措施!为进一

步推进精准扶贫"帮助联系户脱贫

奠定了基础#

!孙其国"

华县 陕西省华县检察

院日前开展纪律作风整顿专项检

务督察活动$此次活动由该院纪检

组长带领专项督察小组!根据检务

督察部门专门制定的督察方案及

实际情况!采取明察与暗访 %定期

督察与突击督察等方式进行!重点

围绕检风检纪"控申接访 "警车管

理使用等内容展开$

$

张栓新
%

安远 近日!江西省安远

县检察院被该县县委评为&

!&"'

年

度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 ' 第一

名$近年来!该院坚持惩防并举!严

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大力查办和

预防职务犯罪案件$

!&"'

年! 该院

侦办职务犯罪案件
(

件
"&

人 !切

实增强了群众的安全感和对检察

工作的满意度$

!唐强英"

贵港覃塘 广西壮族

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检察院近日

组织刑事执行检察%侦监%公诉及

自侦等部门干警集中学习了最高

检印发的(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

要性审查案件规定 )试行 *+!对羁

押必要性案件的受理"立案"结案"

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操作流程

及监督范围"监督措施等内容进行

详细学习$

!龚顺利 曾丽华"

滨海 江苏省滨海县检察

院近日将(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

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一书发放至各

部门!要求各部门组织干警全面系

统学习!认真领会!自觉做学习贯

彻的表率! 增强纪律和规矩意识!

更加规范地开展检察工作$该院监

察室还对此次学习活动进行实时

督查!并作学习记录!复印存档$

!汤海涛 左右"

根河 内蒙古自治区根河

市检察院近日组织全体干警召开

专题学习会!邀请市委党校老师来

到检察院廉政讲堂!多层次 "多角

度为党员干部解读(中国共产党廉

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该院
)&

余名干警参加

了学习$

!李忠民"

仁怀 贵州省仁怀市检

察院日前开展保密自查自评工作$

该院保密部门组织反贪" 技术"公

诉等业务部门负责人!对照国家保

密局下发的(机关"单位保密自查

自评工作规则+! 从保密领导责任

落实"制度建设"涉密人员的管理"

信息系统和设备保密"存储介质的

日常管理等方面详细开展了自查$

!陈聪"

漳浦 为深入推动检察

官办案责任制试点工作 ! 近日 !

福建省漳浦县检察院开展 &我为

检察建言献策 ' 征集 &金点子 '

活动! 要求每名干警就检察官办

案责任制改革运行情况及存在问

题" 队伍建设和
!&"#

年工作思路

提出意见和建议 $ 截至目前 ! 已

征集到
(#

条点子$

!蓝碧裕 郑巧玲"

淮南大通 安徽省淮

南市大通区检察院近日召开干警

廉政教育专题会 $ 会上重点学习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并传达了

最高检关于相关违纪问题的通报"

区委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外出报备

工作的通知$该院纪检组还开展微

信提醒!告诫干警务必要绷紧廉洁

自律这根弦$

!周锦"

安阳北关 近日 !河

南省安阳市北关区检察院反贪局

邀请该局经验丰富的侦查员为干

警讲授侦查技巧$讲座以侦查活动

中审讯的法律性质"地位 "现状为

切入点!用生动"鲜活的事例对职

务犯罪审讯中犯罪嫌疑人心理现

象"心理过程进行深入分析 !重点

讲解了案件预审突破技巧"办案安

全防范"侦查措施运用等$

!吴宣正 苏清涛"

毕节七星关
!

月

"*

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检察

院成功完成了网上案件质量评查

系统的安装和权限配置!并对评查

人员进行操作培训$该院将通过随

机评查和重点评查的形式!组织评

查人员对案卡填录 " 法律文书使

用"电子卷宗制作和嫌疑人权利保

障等内容进行全面评查$

!吴万相 潘东"

岐山
!

月
"#

日!陕西省

岐山县检察院成立案件质量评查

小组 !由案管办牵头 !抽调
#

名办

案业务骨干!将集中
"&

天时间!对

!&"'

年办结的各类案件进行分类

评查! 重点从案件的法律适用"办

案程序 "办案效果 "风险评估等方

面进行分析$评查结果和整改情况

将向全院公开!随时接受全体干警

的监督$

!白文渊"

荔浦
!

月
"#

日! 广西壮

族自治区荔浦县检察院召开
!&"#

年工作推进会$会上!该院检察长向

全体干警传达了该区检察长会议精

神!提出贯彻落实的具体要求!并通

报该院各项工作在桂林市检察机关

中的排名情况! 客观地总结取得的

成绩! 深刻分析存在的问题! 还对

!&"#

年检察工作进行了部署$

!黄玲玲"

阜平
!

月
"#

日! 河北省

阜平县检察院未检科干警来到该

县西庄村开展主题为&保护未成年

人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的普法宣

传活动! 为村民献上法治大餐$该

院未检科干警积极开展法治宣传

和法律咨询 !为村民发放 &护航少

年 '宣传手册 "检务公开宣传手册

等材料!大力宣传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相关知识$

!赵春苏"

淮北烈山 安徽省淮

北市烈山区检察院近日组织预防

职务犯罪志愿者开展送法下乡活

动 $此次活动通过文艺演出 "播放

警示教育片 "赠送法律书籍 "现场

互动交流等形式!引导群众积极学

习法律法规和国家各项强农惠农

政策$

!朱芹"

天津河北 近日!天津

市河北区检察院组织全院青年干

警观摩学习一起非法运输毒品案

件的庭审实录!并开展出庭笔录业

务实训$案件承办人和公诉科业务

骨干点评案件焦点问题和公诉人

出庭表现!该院检察长还现场指定

青年干警汇报案件情况"发表公诉

意见"开展模拟论辩$

!高伟"

荥经 近日! 四川省荥经

县检察院通过总结形成了(惩治和

预防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工作

报告+$ 该报告全面回顾了该院查

办农村基层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等

损害群众利益的职务犯罪系列案

件所取得的成效 ! 并提出对策建

议$该做法受到了该县县长的充分

肯定$

$

李晟
%

响水 日前! 在江苏省响

水县
!&"'

年综合考核总结表彰大

会上!该县检察院连续第八次荣获

该县 &综合先进集体 '称号 $近年

来! 该院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

积极参与小康社会建设!着力强化

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依法履行审查

逮捕 "审查起诉等职能 !积极投入

平安响水建设$

!于江华"

永安 福建省永安市检察

院近日制定(涉密信息系统管理制

度汇编 +! 同时成立保密委员会 !

每月开展网络使用专项检查 ! 重

点检查办公外网电脑安装无线网

卡等违禁行为 $ 此举有利于强化

干警保密意识 ! 提高防范泄密工

作能力 ! 服务和保障检察业务工

作顺利开展$

!谢海良"

信丰 江西省信丰县检察

院近日组织该院民行"侦监"公诉等

部门干警深入该县陈毅广场" 商业

社区"脐橙基地!开展&送法下乡!保

护果农合法权益'活动$该院干警发

放知识产权法" 民商法小常识宣传

册
"&&&

余份! 同时建议该县果茶

局" 工商局等主管部门加大对销售

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的打击力度$

!王明建 钟梅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