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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林郭勒 内蒙古

自治区霍林郭勒市检察院近

日邀请
!

名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来院视察!并对职务犯罪

案件进行评查"该院将案件办

理全过程置于社会各界的监

督之下!办案质量赢得了当地

百姓的肯定"

!于慧东"

山丹 甘肃省山丹县

检察院检察官
"#$%

年先后深

入辖区乡镇走访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 就检察工作如何服务

精准扶贫# 生态文明建设等方

面进行交流" 代表委员在充分

肯定检察工作服务地方经济的

同时! 提出更加注重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 维护民生民利和加

强自身队伍建设的意见建议"

!石文纲"

枣庄市中 为进一

步加强代表联络工作! 认真听

取代表意见建议! 自觉接受监

督!不断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检察院党

组书记# 检察长邵泽新近日走

访了当地部分全国人大代表!

向代表们介绍了该院今年的工

作思路! 并向代表征求对检察

工作的建议"

!武兴才 刘晶"

新晃 湖南省新晃县

检察院在春节新夕召开$三严

三实%党组民主生活会"该院

检察长围绕活动要求!查摆班

子及个人在修身#用权#律己

等方面存在的不严不实#不规

范问题" 为开展好这次生活

会!该院通过邀请代表委员座

谈#发放征求意见表等形式!

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

!郭显明"

镇江润州 江苏省

镇江市润州区检察院近日召

开检察工作座谈会!

&#

余名人

大代表受邀参加"该院检察长

就
"#'%

年主要工作以及下一

步打算向与会代表作了全面

汇报!并对人大代表关注的问

题作了详细汇报"

!尚明刚"

沙县 春节后上班第

一天!福建省沙县人大常委会

主任余荣生等一行来到该县

检察院看望慰问检察干警"对

该院过去一年的各项检察工

作和队伍建设所取得的成绩!

余荣生给予高度评价!并勉励

大家检察干警在新的一年里

继续依法全面履行检察职能"

!梁民权"

岐山 陕西省岐山县

检察院近日组织特约检察员#

检风监督员工作座谈会"该院

检察长通报了
"#'%

年各项检

察工作情况!并听取了大家对

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人

员对该院司法规范化#队伍专

业化等工作给予肯定!并提出

强化检察宣传#扩大$两微一

端%影响力等意见建议"

!白文渊"

肥乡 河北省肥乡县

检察院近日邀请
""

名县级人

大代表来院视察检务公开工

作!代表们先后参观了检务公

开大厅#案件管理中心#视频

接访中心等"参观后!有人大

代表建议该院在公开的方式#

方法上可以更接地气!让人民

群众深入了解检察工作"

!李贺军"

施秉 贵州省施秉县

检察院春节期间运用移动短

信平台向该县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发送慰问短信 ! 通报

"#'(

年检察工作的重点 #目

标#措施等!让代表委员了解

检察工作#理解检察工作!从

而更好地监督检察工作#支持

检察工作"

!廖仁君"

惠民 山东省惠民县

检察院以该县人代会召开为契

机!派出
'%

名检察官深入各人

大代表团审议报告会场! 听取

代表意见建议!并回答提问"代

表们围绕预防职务犯罪# 加大

诉讼监督力度等方面提出了建

议意见"

!王文文"

武城
"

月
')

日! 山东省

武城县检察院组织全院干警举办岗

位练兵辩论赛" 该院
*

名干警分成

+

组!采取控辩一对一的方式!围绕

一起刑事案例! 就犯罪嫌疑人的行

为构成故意伤害还是过失致人死亡

展开激烈论辩"此次辩论赛的开展!

在展现干警风采的同时! 也促进了

干警司法办案能力的提升"

!马泽友 王玉晶"

宝鸡陈仓
"

月
'*

日!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检察院刑事

执行检察科检察官协同辖区千渭

街道司法所!组织辖区内
'+

名社区

矫正人员采取面对面谈心交流#有

针对性讲法等形式!引导社区矫正

人员用法律法规约束自己的言行!

激发他们悔过自新#自觉接受改造

的积极性"

!刘培莹"

龙岩永定 福建省龙

岩市永定区检察院近日被该省精

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授予$福建

省第八届省级文明行业创建竞赛

活动示范点%荣誉称号"近年来!该

院在乡镇和经济发展高新区设立

了
(

个下访# 巡访便民联系点!采

取定点接访 #预约接访 #上门接访

等方式! 积极为来访人员服务!努

力把涉及群众利益的纠纷化解在

基层"

!吴卫兵 刘正燕"

宿松 近日! 由安徽省宿

松县检察院和该县电视台联合制

作的电视专题片&$六个检察%写新

篇'在宿松电视台$法治宿松%栏目

首次播出后!其内容和宣传形式受

到广大观众的好评"该专题片向社

会各界群众宣传了检察机关和检

察职能工作!让更多的群众知悉检

察机关!了解检察工作"

!胡静轩"

崇信 甘肃省崇信县检察

院近日对新进和调岗干警进行岗

前廉政谈话"该院纪检组长从政治

纪律#组织纪律#办案纪律#廉洁从

检纪律#工作纪律五个方面进行了

详细讲解 ! 要求干警时刻谨记红

线 !不踩底线 !努力做一名 $忠诚 #

公正#清廉#文明%的检察干警"

!岳星星"

射洪 四川省射洪县检察

院近日召开党风廉政教育大会"会

上!该院检察长对
",'%

年党风廉政

工作进行了总结!明确了
"#'(

年具

体工作要求"该院纪检监察室还组

织全院干警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

律准则 '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 &廉

洁从检十项纪律'等相关规定"

!邓建江"

宿迁宿城 江苏省宿

迁市宿城区检察院针对办案中发

现的学校品德教育缺失#学生被性

侵害案增多等问题!在辖区中小学

开学前夕联合公安#教育等部门开

展法律宣传!并在校园周边进行环

境整治 #建立关爱辅导站等 !初步

形成了 $家庭 #学校 #社区 %三位一

体的网格化未成年人德育体系"

!王苏洁 郭健"

新蔡 近日! 河南省新蔡

县检察院积极开展打击非法集资

宣传教育工作" 该院通过网站#电

视等平台及走进金融场所等形式

广泛宣传!引导群众认识非法集资

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危害!增强自觉

抵制和自我防范意识!树立正确的

理财观"

!程映霞 周卫红"

赫章 贵州省赫章县检察

院近日与该县电力公司建立了联

席会议制度 ! 要求双方及时交流

信息 ! 通报预防工作开展情况 !

有效开展预防教育 ! 促进国企党

风廉政建设和预防工作再上新台

阶 ! 帮助企业查找存在的廉政风

险点 ! 开展预防调查 ! 提出检察

建议"

!徐茂鹏"

绥江 云南省绥江县检察

院近日召开反贪污贿赂工作会!各

科室局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

该院反贪局#反渎局负责人分别结

合各自职能!就
"#'%

年办理的贪污

贿赂#渎职案件情况进行了回顾总

结!认真分析了反腐倡廉存在的薄

弱环节及原因"该院分管副检察长

作了点评!并科学规划了
"#'(

年反

腐倡廉工作"

!邓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