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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讯（索南旦巴）近日，为进
一步推进打造“大学习、大培训、大
练兵”活动升级版和检察文化建设，
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检察院与海
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检察院开展了
第二届“展公诉风采、促规范司法”
公诉人论辩赛和检察文化交流活
动。

此次活动主要由篮球友谊赛、
检察文化交流和公诉人论辩赛三项

内容组成，旨在不断提升两院公诉
干警的业务水平，培养和熟练掌握
专业技能和实战技巧，加强检察文
化交流。本次活动邀请了省检察院
公诉处处长徐克智，海北州检察院
副检察长李震等全程参加并担任评
委和观摩指导。在公诉人论辩赛过
程中，双方选手在辩论赛上充分展
示扎实的理论功底、严密的逻辑思
维、巧妙犀利的辩论言语以及良好

的团队合作精神。经过激烈的辩
论，评委们根据各名选手的综合表
现评出两名优秀辩手和一个团体优
秀奖。

此次活动，进一步深化了两院
检察业务、检察文化领域的交流和
沟通，更加增进了两院间的友好关
系，达到了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
同发展的目标，同时也提升了两院
公诉人的整体业务水平。

海南讯（景 峰）自“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海南藏族自治
州两级检察机关认真落实最高人
民检察院、省检察院一系列工作部
署，强化组织领导、深化协作配合，
主动出击、积极作为，有效保障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顺利开展。
海南州两级检察机关提高政治

站位，充分认识“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重大意义。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是落实党的十九大工作部署

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重大举
措，是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
安定有序、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措
施，充分理解和深刻把握“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科学谋
划、精心组织、周密部署、高效实施，
在党委和上级检察院的领导下全面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海南州两级检察机关认真学习
贯彻《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
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关于充分发

挥检察职能作用深入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聚焦涉黑涉恶问题
突出的地区、行业、领域，把打击的
重点放在人民群众反映最为强烈、
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方面，充分发挥审查批准逮捕、起诉
职能作用，快速、高效办理涉黑涉恶
案件。

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和
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衔接和配合，
建立“扫黑除恶”刑事司法与行政

执法的衔接机制，加强与重点行
业、领域行政监管部门的联系，强
化信息通报，确保涉黑涉恶案件线
索及时发现、快速移交。与纪检监
察机关建立问题线索移送、反馈机
制，注重对黑恶势力犯罪的分析研
判，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保
护伞”。

加强涉黑涉恶案件三级审查
备案制度的落实。认真建立工作
台账，对所辖地区、重点行业、关键

领域的涉黑涉恶总体情况、表现形
式及成因等进行定期全面排查分
析，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同时强化
督导检查，对基层检察院“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定期进行指
导、评估、督查，确保具体工作部署
落实到位。全面发挥检察舆论宣传
阵地的积极作用，大力宣传检察机
关“扫黑除恶”工作，自编自导自演
了以“扫黑除恶”为题材的微电影

《使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海南讯（多杰才让）近日，
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检察院
组织全体干警学习了《监察法》
和《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
(试行)》。

在学习中，贵南县检察院要
求全体干警尤其是党员干部要
进一步抵制“四风”。不仅要在
领会《监察法》和《中国共产党
工作机关条例 (试行)》，更要学
懂悟透。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学以致用，以用促学，切实把所
学知识转化为学习宣传和贯彻
实施党纪国法的具体行动。同
时，以中心组学习为载体，召开
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对《监察
法》和《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
例 ( 试行)》进行深入讨论与学
习，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海南讯（通讯员 张学英）近
日，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检察
院一行 11 人在副检察长徐培莲的
带领下赴江苏省南通市检察院及
辖区检察院学习未成年人检察、
数字化档案、检察文化、司法体制
改革、检察公益诉讼等方面的先
进做法。

贵德县检察院与南通市崇川
区检察院开展结对共建以来，两
地检察机关围绕检察业务和队伍
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协作活动，共
同提升了法律监督水平，进一步
密切了双方的交流合作，形成了
协 调 发 展 、共 进 双 赢 的 良 好 局
面。崇川区检察院近年来在净化
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维护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
效。建立了规范的“未成年人观
护基地”，实行“捕诉监防”一体化
工作模式，采取多种方式开展教
育、感化、挽救等工作，主动承担
起未成年人的“特别卫士”。

此次学习主要以研讨、讲座、
现场观摩、座谈交流的方式进行，
通过 5 天的学习，贵德县检察院干
警拓宽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为以
后更好的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

海南讯（周桑）近日，海南藏族
自治州兴海县检察院副检察长仪晓
英带领控申科干警前往兴海县子科
滩镇明星新村，对因不服检察院不批
准逮捕决定提起刑事申诉的当事人
奴某进行回访，实地调查了解有关情

况，并送去牛奶、大米，以及现金、蔬
菜、羊肉等慰问品。

2018 年以来，兴海县检察院积
极探索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通过
实地走访、促膝谈心，及时掌握了奴
某生产、生活、身体情况。了解到奴

某于 2015 年因病瘫痪，亦因病致贫，
生活非常贫困。另外，针对其丈夫
杨某已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兴海
县检察院积极与办案人员协调，力
求在判决时充分保证奴某的合法权
益。

海南讯（东 知 措）近日，海南
藏族自治州同德县举办了庆祝建
党 97 周年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党章知识竞赛。全县各系统、各乡
镇共有 12 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

比赛分为预赛和决赛两个阶
段，各参赛队经过预赛阶段必答
题、抢答题、风险题答题环节的激
烈角逐，政府系统、尕巴松多镇、秀
麻乡、教育系统、卫生系统、公检法

司系统 6 支代表队进入决赛。在决
赛阶段，公检法司代表队以扎实的
理论功底和突出的临场表现，最终
以“零失误”摘得比赛第一名。

海南州两级检察机关

扎实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贵德县检察院

海南讯（戴永峰）近日，海南
藏族自治州贵德县检察院两名副
检察长带领侦监、案管、控申、公诉
等部门干警，以法治、综治维稳（平
安建设）、反邪教等为主要内容，通
过设立宣传咨询台、悬挂标语、发
放宣传资料等形式，深入街道社区
开展以“倡树共建共治共享理念，
共创平安和谐美丽家园”为主题的
综治宣传月活动，为广大群众提供
法律咨询服务，努力为平安贵德建
设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活动中，干警们积极宣传人民
检察院主要工作职能及打击黄赌
毒拐骗、网络传销等各类严重危害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犯罪，重点
宣传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决策部署等内容，细心倾听群
众诉求，现场对有关法律疑问进行
耐心解答，引导群众利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组织开展
综治宣传月活动

检察干警
赴江苏培训学习

贵南县检察院

海南讯（多杰才让）6 月 25
日，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检
察院检察长哇赛加出庭支持公
诉被告人改某等四人共同盗窃
一案，该案由贵南县法院院长
才项仁增担任审判长，公开开
庭审理，整个庭审过程严谨有
序，条例清晰，庭审近五个小
时。

此次法检“两长”直接办案，
同庭审理案件是贵南县法检两
院深化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司
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实践。庭审
中，宣读起诉书、讯问被告人、按
照证据种类出示相关证据，对庭
审的争议焦点进行答辩，并就案
件的定罪量刑及引发的社会思
考发表公诉意见，充分展现了检
察公诉人应有的法学理论功底
和沉稳抗辩的职业水准，同时也
体现出检察公诉人通过案件对
社会稳定、道德风尚等起到的教
育及引导作用。

入额的院领导直接办案，
并对案件结果终身负责，真正
实现了“谁办案、谁负责、谁决
定、谁负责”的司法理念及“以
司法办案为中心”的检察理念，
是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的生动
体现。

贵南县法检“两长”
同庭办案

加强检察文化交流 提升业务实战能力
共和、刚察两地检察院

不忘初心跟党走 砥砺前行再扬帆
同德县检察院

心系困难当事人 检察关怀暖人心
兴海县检察院

近 日 ，海
南 藏 族 自 治
州 贵 德 县 检
察 院 开 展 了
主 题 为“ 不
忘初心、牢记
历 史 ”庆“ 七
一”党章知识
竞赛活动。

徐培莲
童海玲

摄影报道

组织学习《监察法》及
《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