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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牢记殷切嘱
托、忠诚干净担当、喜迎建党百年”专题教育和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在清明节到来之际，为缅怀革命先烈。4月 2
日，瓮安县司法局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到冷少农故居开展

“祭先烈 温誓词 学党史 悟思想”主题活动。
活动中，全体人员在纪念碑前默哀，深切缅怀冷少农

烈士，表达了对革命烈士的哀思与怀念，并敬献了鲜花。
故居管理人员给大家介绍了冷少农同志生平事迹及带领大
家参观了故居陈列展馆。参加活动的同志一边认真聆听讲
解员讲解，一边仔细观看一件件实物及图片资料，回顾那
段革命岁月和历史场景，重温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奋斗
历程，随后重温了入党誓词。

过此次主题活动，让全体人员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教
育、一次党史教育、一次感恩教育。参加活动的同志表
示：将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和神圣使命，积极发扬党的优良
传统，并以此活动为契机，将思想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果，
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坚定服务党、服务人民的信念，感恩
今天的幸福生活,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实际行动恪守
对党的承诺，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以为党和政府分忧为目标，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
维护人民群众合法利益为己任，争做敢于担当的新时代司
法行政干部。

（黄梅 摄影报道）

瓮安县司法局

开展“祭先烈 温誓词 学党史 悟思想”主题活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筑牢队伍思想政治
根基，教育引导全体司法行政干部学以致
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持续推进队伍教育
整顿学习教育环节各项工作走深走实,近
日，长顺县司法行政队伍教育整顿政治轮训
班正式开班。

轮训班指出，政治轮训是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的必修课，是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以履行新时代司法行政队伍职责为使命，以
提升司法行政队伍党性修养和政治能力为
目标的一次轮训，对筑牢全体干部忠诚党的
领导、增强政治自觉有着重要意义。希望全
体干部始终抓牢思想政治这条主线，全面系
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突出“政
治姓党”，准确把握政法机关的政治属性、人
民属性、法治属性、社会属性“四大属性”，确

保学有所获、思有所悟、训有所得，学出政治
忠诚、学出过硬本领、学出担当作为，以实实
在在的能力提升落实好党中央提出的新要
求，回应好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完成好政法
战线的自我革命。

轮训班要求，要通过政治轮训，使全局
干部职工理论武装更加扎实、党性修养得以
提升，“守初心、担使命”的担当作为更加自
觉，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的宗旨意识更加牢
固，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的廉洁红线更加
绷紧，“十指弹钢琴”抓好党史学习教育、队
伍教育整顿及“牢记殷切嘱托、忠诚干净担
当、喜迎建党百年”专题教育，最终达到政治
立场更加坚定、工作作风更加务实、工作纪
律更加严明、统筹兼顾更加到位的轮训效
果。 (班小盼)

长顺县司法局

在政治轮训中凝聚奋进力量

本报讯 4月 1日,瓮安县司法局律师行业突出问题专
项治理工作督查组，分别到贵州恩邦律师事务所、贵州雄道
律师事务所、贵州（瓮安）黔鹰律师事务所、贵州文驰律师事
务所督查瓮安县律师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学习教育阶段
工作开展情况。

督查组通过认真听取汇报、查阅资料了解各律师事务
所开展律师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学习教育阶段工作开展
情况，对各律师事务所开展律师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学
习教育阶段工作的阶段性成果给予肯定，认为各律师事务
所律师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战略高、行动快、措施有
力，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希望全县各律师事务
所加大律师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宣传力度、加强对律师
代理案件的指导和监督、强化与相关部门的协调沟通，推进
律师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工作的纵深开展。

督查组要求律师事务所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
当，充分认识开展律师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重大意义，
准确把握中央、省、州、县关于开展律师行业突出问题专项
治理的精神实质和有关要求；要加强律师行业突出问题专
项治理有关文件的学习，学深悟透精神实质；要珍惜自己的
职业荣誉，严格依法依规开展案件的辩护代理工作；要积极
参与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让广大村民不出村便能享受到
高效的法律服务；切实强化基层组织、夯实基础工作、提升
基本能力,不断提升公共法律服务水平。 （汪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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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龙里县法律援助中心接到一件“特殊”的法律
援助申请，申请人禹某某是一位行动不便的 85岁高龄老人，家住
龙山镇中排村，因赡养问题与子女发生纠纷，经村调解委员会多次
调解无果，老人的小儿子便来到县法律援助中心求助。因考虑到
老人年事已高且路途遥远，无法亲自办理法律援助申请手续，龙里
县法律援助中心便开通“绿色通道”，携律师上门为老人提供法律
服务。

工作人员和拟承办律师来到老人家中，向老人了解详细情况，
确认其申请法律援助的意愿后，现场审查了老人申请法律援助所
需的相关证件和条件，办理相关手续受理该案件。同时，现场办理
了法律援助律师指派手续，承办律师与申请人办理了委托手续，最
大限度地为老人提供便利的法律服务。

结合龙里县司法行政系统开展队伍教育整顿，此次“上门服
务”，是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效的体现。在今后的工作
中，该局将继续提升服务质量，为弱势群体提供便民、高效、贴心的
法律服务，努力提高群众满意度。 （刘菲菲）

龙里县法律援助中心

开通法援绿色通道 为民提供上门服务

本报讯 近日，罗某等 9人来到平塘县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
律援助，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讨回劳务工资。

2019年5月至2019年12月底，罗某等 9人在平塘县某旅游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所承建的旅游团接待中心项目工程上做工，主要
负责房屋支模等杂活。工作结束后，该公司一直未完全结清罗某
等9人的工资。期间，罗某等9人多次要求该公司老板支付剩余工
资未果。

经审查，罗某等9人系农民工，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平塘县法
律援助中心立即受理并指派律师为其代理，引导罗某等 9人办理
相关委托手续并草拟诉状向县人民法院起诉追索劳务工资。

通过法院诉前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并进行司法确认。该公司
承诺于5月10日前将罗某等9人的劳务工资支付完毕。

平塘县法律援助中心自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以来，进一步
宣传完善法律援助网上办理渠道，简化法律援助办理流程，全方位
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公共法律服务，推动司法行政系统队伍教
育整顿工作走深、走实、走心。

据悉，平塘县法律援助中心在队伍教育整顿期间共办理法律
援助案件70件，其中“148”法律援助精准扶贫案件10件，农民工案
件22件。民事案件41件，刑
事案件29件；受援人数70余
人，涉案件金额 263余万元，
免除诉讼代理费3.5万元，为
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 200余
万元。接待来电、来访法律
咨询共计90余人次。

（陆小谜）

平塘县法律援助中心

法律援助惠民生 真心实意办实事

本报讯 为扎实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切实开展好“我为
群众办实事”活动，近日，龙里县人民法院洗马
人民法庭成功庭前调解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

2019年6月26日，被告魏某某驾驶轻型货
车撞上原告黄某某房屋，同时造成原告黄某某
受伤。原告黄某某康复后，遂找到驾驶员魏某
某、车主刘某、某保险公司协商损害赔偿事宜，
但因双方分歧较大，多次协商未果。2021年 2
月中旬，原告黄某某一纸诉状将三被告告至法
庭。法庭干警了解到驾驶员魏某某、车主刘某

均从四川赶来开庭，路途遥远。为减轻当事人
诉累，在征求当事人意见后，再次组织双方当
事人进行庭前调解，在双方当事人共同确定争
议赔偿项目后，逐一做双方当事人工作，经过
一个多小时的调解，最终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
协议，某保险公司同意在调解协议生效后 15
日内支付原告黄某某人身及财产损失赔偿金
共计63123.88元。

原告黄某某拿到调解书后，激动地说：“感
谢法庭干警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地做调解工
作，让我看到了能尽快拿到损害赔偿金的希
望”。被告刘某亦称：“从四川来龙里开庭，换

乘飞机、汽车很不方便，幸好在法庭干警的耐
心调解下达成调解协议，一次性地把该争议解
决了，不然自己又得花费不少精力在这起交通
事故上”。

自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龙里县人
民法院要求全院干警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强
化司法为民意识，提升为民服务能力，积极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截至目前，洗马法
庭共为群众办实事 11 件，赢得了法庭辖区群
众的点赞。

（杨腾 何德虎）

龙里县法院

庭前调解化纠纷 减轻诉累获肯定

本报讯 近日，独山县人民法院基长人民
法庭联合派出所、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成
功调解一起邻里土地纠纷，修复了当事人邻里
感情，维护了乡村邻里之间的和谐和睦美好。

3月23日下班后，基长人民法庭负责人朱
州接到基长镇江寨村诉讼联络员电话称，该村
吴某某和韦某某因土地权属问题发生纠纷，希
望法庭帮助调解。经了解，吴某某与韦某某是
表舅关系，双方曾因基长镇江寨村土地权属问
题引起纠纷，于 2016 年经江寨村村委会组织
调解后达成调解协议。此后，双方多次因该土
地权属问题发生纠纷。为了尽快调处、化解各
方纠纷，维护乡村邻里和谐，3月24日一早，朱
州组织基长人民法庭干警前往江寨村开展协
调工作。

在江寨村村主任、大汪组组长及若干村民
代表的见证下，朱州同当事人对争议土地进行
实地丈量，并走访了村里年长老人，了解争议
土地历史承包经营状况，通过调查走访和座

谈，廓清了争议的土地界线，韦某某也表示答
应对侵犯原告土地的行为给予相应的补偿，但
具体金额要与在外务工的家人协商后才能决
定。

当晚 20 点，朱州接到江寨村诉讼联络员
反馈称，双方就补偿问题初步达成意向。朱州
立即邀约基长镇派出所、司法所、人民调解委
员会再次前往江寨村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经
过向当事人举案例、释法律，最终促使双方当
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由韦某某于2021年6月30
日前向吴某某支付补偿金 1万元，基长镇人民

调解委员会现场制作了人民调解协议，基长人
民法庭应双方的申请对该协议进行了司法确
认。

近年来，独山县人民法院基长人民法庭充
分发挥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前沿阵地作用，践行
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开展“院坝法庭”巡回
审理活动，力争将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化解
在最基层，确保矛盾“不出村、不出镇”，并以强
化诉源治理为抓手，全力推进“院、庭、站、点”
四级司法服务网络高质量运行，助力乡村治
理、护航乡村振兴。 （石金竹）

独山县法院

联动调解促邻里纠纷一日化解

本报讯 近日，平塘县人民法院牙舟人
民法庭成功指导调解组织快速调处一起机动
车交通事故纠纷案件，并经由人民法庭司法
确认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大大减轻了
双方当事人的诉累。

今年2月17日19时34分，汤某驾驶车辆
沿余册高速公路独山往罗甸方向行驶中，与

正在横穿高速公路的行人罗某某发生碰撞，
后又被黎某某驾驶的车辆碾压，造成罗某某
死亡。

事故发生后，双方当事人对于事实无争
议，但对赔偿金额有分歧，未达成一致意
见，虽经人民调解委员会多次调解仍未果。
情况反映到法院后，为切实减轻当事人诉

累，法庭与人民调解委员会、牙舟派出所组
织双方进行调解，最终达成由汤某、黎某某
赔偿死者罗某某家属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等
费用 428000元的协议，为确保协议效力，经
双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庭当即进行司法确
认，裁定协议有效。至此该起交通事故纠纷
成功化解在诉前。

近年来，平塘县人民法院着力打造一站
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各人民法庭与
其他部门建立诉前调解机制，打通诉讼服务
绿色通道，快速处理民事纠纷，以实实在在
的行动，切实将为民办实事落到实处。

（肖埔乐曦）

平塘县法院

多元解纷见成效 诉前调解化矛盾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开展
好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
队伍教育整顿，激发全院干
警的坚定信念和工作激情，3
月 22日，独山县人民法院组
织全院干警分两批先后到独
山县深河桥抗日文化园和独
山县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基地
接受教育。

园内的主题是内容丰富
的抗战陈列展览。一件件珍
贵的物品，一幅幅教育图文
展板，一段段辉煌的历史，真
实反映了贵州各族人民投身
抗日救亡，英勇抗敌的历史
事实。该院干警认真聆听讲
解员的讲解，通过观看文献
资料、历史图片、视屏图像
等，深切地感受到了今天的
一切来之不易。

该院干警来到抗战英烈坛前重温了入党誓
词。铿锵有力的誓词，激情饱满、久久回荡。宣誓
结束后，进行了“忆入党初心、讲入党故事”大讨
论。干警们表示：作为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代，没有
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只有通过学习党史，讲好党的
故事，才能更加了解我们党走过的峥嵘岁月。

在独山县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基地，一个个触目

惊心的案例，一幕幕刻骨铭心的场景，给党员干部
们最直接的视觉冲击和心灵触动，大家上了一堂形
象、直观的反腐倡廉课：从廉到腐，可能就在一念之
间。以案为鉴，警示我们在工作生活中要时刻要保
持清醒的头脑，绷紧反腐倡廉这根弦，筑牢思想道
德防线，提高抵御腐败风险能力，以清廉之风推进
本职工作。

（郑乐娇 摄影报道）

独山县法院

党史教育锻造忠诚之魂 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防线

本报讯 近日，被执行人彭某某拒不履行支付
14名农民工义务，罗甸县人民法院多管齐下拟对
其采取强制措施，被执行人慑于法律权威当即履行
12万元，为农民工解开“薪”结。

2019年，被执行人彭某某雇请 14名工人到罗
甸县边阳镇兴阳家园、边阳农贸市场工地为其做室
外工程，经结算，被执行人彭某某尚欠14名工人工
资款 21.17万元，彭某某等人多次催要未果，14名
工人起诉至法院，后经县多调中心调解达成协议，
协议约定彭某某在2020年12月之前分两次支付完
毕，后因被执行人彭某某未按调解协议书履行支付
义务，14名农民工于 2021年 1月 25日陆续向罗甸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罗甸法院立案受理后，迅速为该系列涉民生执
行案开辟“绿色通道”，要求以最快速度、最强力度、

最短时间确保农民工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依法向
被执行人彭某某发出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缴款通知书、执行裁定书，责令被执行人按民事裁
定书履行义务，支付 14名农民工工资 21.17万元，
承担执行费2086.00元。经第一时间对被执行人彭
某某财产情况进行查控，了解到被执行人账上存款
不足以偿还 14名农民工工资，此外未发现有其他
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法官多次传唤被执行人彭
某某，但彭某某每每坚称自己没钱，并且态度强硬，
拒不履行生效文书确定的支付义务，执行法官遂决
定对其司法拘留。被执行人彭某某终于意识到事
情的严重性，立即联系亲友筹到12万元，解了14名
农民工索要工资的燃眉之急，剩余案件款经过双方
反复沟通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饶茜涵）

罗甸县法院

为群众办实事解“薪”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