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黔南

责任编辑 吴升红
视觉编辑 郭显婷
邮箱 qnrb999@163.com

2022 年 1 月 12 日 星期三

平塘县司法局

强化廉政建设警示教育工作

龙里县司法局用法治护航乡村振兴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增强乡村
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龙里县司法局紧紧
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总体目标，结合自身职能优势，以保障基
本公共法律需求为重点，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活动，为乡村
振兴提供优质高效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
促进线上线下融合，推动乡村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全覆
盖。建立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1 个，乡镇 （街道） 公共
法律服务工作站 6 个，村 （社区） 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 81
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 （点） 4
个，实现中心、站、室三级实体平台全覆盖。依托实体平
台资源，大力推广黔南智慧司法服务平台，实现线上线下

有机结合，实现乡村公共法律服务无死角。去年以来，该
局累计受理法律援助案件 403 件，通过该平台解答法律咨
询 2 件，线上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333 件。
突出重点精准服务，保障困难群众获得优质法律援
助。为最大化保障“三类”服务对象和特殊人群法律援助
“绿色通道”，龙里县司法局将涉及农民工和农业生产经营
人员切身利益的劳动争议、土地纠纷、养殖种植、环境污
染等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补充事项范围，对农村高龄、失
能、失独、空巢老人，留守未成年人、事实无人抚养未成
年人，低收入留守妇女和重度残疾人，免予经济困难状况
审查。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因病因灾致贫
户，积极纳入法律援助覆盖范围，实现应援尽援、应援优

都匀市司法局

三举措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本报讯 2021 年以来，都匀市司法局充分发挥法律援助、普法
宣传和社区矫正职能作用，
助力推进未成年人保护。
畅通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渠道，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建立
《都匀市司法局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强制报告工作制度》，对未
成年人法律援助开通“绿色通道”，简化程序，优先受理、优先指
派。在办理涉嫌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案件时，切实用好与公检法
相关部门的联系沟通机制，确保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为未成年人
提供及时便捷的法律援助服务，
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律师辩护
全覆盖”，去年共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 48 件，有效地维护了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开展线上+线下法治宣传，营造全社会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法
治氛围。利用新媒体开展线上宣传 ，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等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
开通“让爱回家”
专
栏，倡导“儿童优先”
“尊重儿童”的意识，为广大少年儿童的健康
成长提供坚强的社会保障，发布专栏信息 10 余篇。紧紧围绕未成
年保护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民法典等法律法规，
组织、协调各
部门开展线下普法教育 20 余场次，组织参加“平安贵州·青春同
行”学法用法益起来民法典知识竞赛，在全省竞赛中荣获第二名；
组建由公安民警、检察官、司法助理员兼任全市各学校的法治副校
长队伍，在全市各学校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民法典、交通安全
等送法进校园活动 30 余场次。
加强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管和帮扶，防止重新犯罪。将
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与成年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分开管理，入矫宣
告、解除宣告、奖惩训诫等环节均不公开进行，对未成年社区矫正
对象身份信息予以保密。严格执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强制
报告规定。设立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矫正小组 10 个，每个月对未
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开展 2 次“一对一”谈心谈话，重点关注其生活
状况、心理动态，及时消除心理障碍，每月组织开展公益活动 1 次，
提高其社会责任感，
引导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更好回归社会，
目前
共开展谈心谈话 24 次，
开展公益活动 12 次。
（谭木英）

援。去年以来，该局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等受援
人开通“绿色通道”上门服务 3 次。
不断丰富活动形式，促进法律服务多元化专业化。在
日常工作开中，龙里县司法局不断推动“法治体检”常态
化，组织志愿者律师开展涉农法律政策宣讲、法律咨询等
方式帮助企业防范法律风险，促进依法经营。开展“尊法
守法·携手筑梦”、人民调解公益法律服务行动，村 （居）
法律顾问加强对留守未成年人、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排
查，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去年以来，律师担任企业法
律顾问 9 家，担任村居法律顾问 81 家，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3260 余人次，进驻企业开展法治体检 40 次。
（陈海燕 本报记者 戢余）

贵定县司法局

本报讯 近日，平塘县司法局召开 2022 年春节警示教育工
作会，县纪委县监委、县委政法委、县司法局部分同志出席会议
并提出工作要求。
会上传达学习了《中共黔南州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七起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通报》
《关于四起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典型案例的通报》以及《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
县司法局对今年第一季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作安排部署，并组
织签订《2022 年党风廉政建设承诺书》
《平塘县司法局禁止酒
驾、醉驾承诺书》。
会议强调，作为司法行政干部，在遵纪守法方面要更先一
步、更高标准，
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
廉洁
从政，防微杜渐。局党组对单位内部发生的违规违纪案件要高
度重视，
深度剖析，
进一步加强对干部职工八小时外的监督和管
理，
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州县关于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
会议要求，
全体干部职工要深入学习中央八项规定，
严格遵
守党章党规党纪，
真正做到廉洁自律，
将“行动自觉”
融入到平时
工作和生活中，
谨言慎行，
严格自律，
形成守纪律、讲规矩的良好
习惯，
共同维护司法行政系统良好形象。
（杨淑芳）

送法进工地 为民工解忧
本报讯 为进一步
提高辖区工地务工人员
的法律维权意识，切实
解决农民工兄弟在遇到
问题时懂得拿起法律的
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近日，贵定县司法局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组织律师送
法到贵定县观澜府、伯
爵、雅筑园等多家用工
企业，在寒冬中为农民
工宣讲法律，
以案释法。
活动现场，党员律
师走进工地，结合平时
接触的案例，用通俗易
懂的方式为企业负责
人、农民工现场宣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条例》等法律法规，强
调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签
订劳动合同的重要性，
重点在追索劳动报酬、
签订劳动争议上作了详细讲解，并现场解答了工人提
出的有关法律问题。通过这样面对面的交流，引导农
民工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诉求，运用法律武器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都匀强戒所

疫情无情人有情 特事特办暖人心

参加活动的律师表示，为农民工维权是律师的社
会责任，今后将继续用法律知识为农民工排忧解难，并
积极参与贵定县各项法治宣传工作中，为贵定县法治
政府建设奉献力量。图为律师现场解答农民工的法律
问题。
（杨凤仙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戒毒人员杨某父亲在 2008 年因脑淤血住院，至今
瘫痪在床，
杨某入都匀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前一直照顾父亲，
父
子俩的感情很深。杨某入所后，
一直很担心父亲的身体，
民警多
次组织其拨打亲情电话回家了解情况。近日，杨某姐姐通过戒
毒人员亲属微信聊天群向民警寻求帮助，
其父亲近期病情恶化，
希望能见杨某最后一面。民警当晚组织了亲情视频通话。
当在电脑上看到日思夜想的父亲瘫痪在床意识模糊时，杨
某一再向父亲认错和呼喊，
可父亲却连睁开眼睛都很困难，
杨某
更是为自己未能在父亲身边尽孝而痛哭流泪。在民警及其家人
的耐心劝说和谆谆教导下，杨某的情绪逐渐平复了下来。杨某
向家人承诺：
一定会好好戒毒，
对姐姐长期以来照顾父亲表示十
分感激，
并表示解戒回归后一定会挑起照顾家庭的重担。
通话结束后，民警因势利导，鼓励杨某，只有成功戒除毒瘾
才是对父亲最大的孝顺，也是今后正常生活的保障。杨某主动
向 民 警 保 证 ，从
今 以 后 ，会 更 加
积极地参加戒治
康 复 活 动 ，彻 底
戒 除 毒 瘾 ，会 用
实际行动报答民
警的关心和家人
的期盼。
（聂驰亚）

都匀市法院、
平塘县法院

州法院荣获“2021年度司法宣传和通联工作先进单位”
本报讯 近日，州人民法院因在新闻宣传、舆
论引导、理论研究和网络新媒体建设等方面取得
了突出成绩，荣获了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表彰
的“2021 年度司法宣传和通联工作先进单位”称
号。
2021 年，黔南法院重大主题宣传有声有色，
正面典型选树亮点纷呈，政法新媒体创新发展，
涉法舆论生态持续优化，起到了强信心、聚民
心、暖人心、筑同心的作用。
2021 年，黔南法院以党史学习教育、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为契机，强化宣传树立先进典型工
作，从审判执行、司法行政实践中捕捉最生动的

场景、挖掘最感人的故事，广泛讴歌政法楷模。
宣传了全国模范法官刘国红、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陈福江、用实际行动阐释法官角色的罗莎、在扶
贫中受群众爱戴的“宋孃”宋奕华、倾力当好法
院“后勤部长”的吴凤梅、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
多彩青春的石金英等 40 余名扎根基层、默默奉
献、刚正不阿、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坚定捍卫
法律权威与尊严的典型代表。大力宣传了全州法
院战线先进人物、感人事迹，热情讴歌了黔南法
院队伍的时代英模、时代风采，充分发挥了先进
典型的示范作用和模范标兵的引领作用，充分展
示了全州法院队伍新形象。

州法院审判监督一庭上榜“全国法院先进集体”
本报讯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等 197 个集体“全国
法院先进集体”称号，授予王亚茹等 195 名同志、追
授冯国生等 3 名同志“全国法院先进个人”称号。
其中，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一庭荣获“全国法
院先进集体”。

公正是法院工作的灵魂和生命线，维护司法公
正是每一位法官应当恪守的基本职业道德，司法中
万分之一的失误，对当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伤害。
审判监督庭作为法院审判工作的最后关口，无论是
简单还是复杂的案件，无论是哪一级法院的原审案
件，只要发现是瑕疵案件，就必须依法进行纠正，坚

暴力不能撼动正义 袭警必受严惩

州法院去年对八起袭警违法犯罪行为予以严惩
本报讯 2021 年来，黔南法院共对 8 起袭警违法
犯罪行为予以严惩，10 名被告人领刑。
2021 年 8 月 26 日凌晨，韦某醉酒后在三都水族
自治县康宁路段大声喧哗、吵闹、拉扯，三都公安局
三合派出所值班民警听到吵闹声后，组织警务人员
前往现场处置。在民警了解情况、劝离的过程中，韦
某突然徒手袭击并造成民警脸部下颌受伤。随后，
韦某被民警制服、控制并被带到派出所约束和接受
调查。后韦某被家属接回家，期间，韦某多次辱骂民
警，并扬言“让民警小心”。事后，韦某以醉酒、完全

记不起来为由拒不认罪。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韦某暴力袭击正在依
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其行为已构成袭警罪，依法
判处被告人韦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2021 年 7 月 6 月 20 时许，被告人周某、周某某
（周某姐姐）、肖某（周某妻子）及张某（肖某弟妹）到
贵定县公安局宝山派出所处理张某儿子在学校被他
人殴打的事情。到派出所后，周某去停车，肖某、张
某二人进入派出所值班室，看到殴打张某儿子的学
生也在派出所，二人先后推搡该学生并质问该学生

2021 年，黔南法院主题策划的“迎新春云上
晚会”网络活动，阅读量超 1000 万；专题开展的
“法治黔南”的短视频普法活动，主要发布以案释
法、法官说法、违法犯罪警示等类型作品，播放
量超 2.5 亿人次，润物无声地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良好氛围,让每一个社会主体自觉成为
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
捍卫者，取得了良好效果。在中央政法委发布的
新媒体榜单中，黔南有 6 家法院曾连续多次集中
入榜，并位居前列，集中展示了黔南法院新媒体
创新发展的成果，展现了法院新媒体矩阵的影响
力，为法院工作争得了荣誉。
（孟锦雄）

决守住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2017 年至 2021 年，州法院审判监督一庭共受
理各类再审诉讼案件、减刑、假释案件 16962 件。
2019 年，在第九次特赦审判工作期间，共收到报请
特赦案件 263 件，立案审查 263 件，审查后立案审理
234 件，特赦罪犯 234 人，圆满完成了黔南特赦案件
审判工作。由于成绩突出，获得全国特赦工作先进
集体称号。2021 年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按
期按质完成了 95951 件减刑、假释案件的全面筛查、
重点复查、案件甄别、线索移送、问题整改，工作质
效得到了上级的高度评价，彰显了法律权威，凝聚
了人心，
社会效果显著。
（孟锦雄）

为什么殴打张某儿子，宝山派出所民警对二人进行
制止。肖某用手指向该民警，并与派出所其余在场
民警发生激烈言语争执。停好车后的周某冲进派出
所大厅，用力推了现场民警一下，导致民警随势后
退，其余民警见状随即对周某进行控制。肖某见民
警控制周某，便用双手乱打民警，民警对肖某进行控
制。在现场的周某某见状，也用手殴打民警头部。
在民警对以上人员进行控制时，周某甩开民警并用
脚踢向民警肚子，导致民警往后坐在地上；肖某对在
场的民警进行抓扯、踢打。此过程中，导致多名民警
面部、胸部、左手大臂、后颈部受伤。
法院审理后认为，周某、肖某、周某某暴力袭击
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人民警察，其行为触犯了刑法，
构成袭警罪，依法判处周某有期徒刑十个月，判处肖
某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三个月，判处周某某有
期徒刑八个月，
缓刑一年。
（孟锦雄）

“诉前调解+司法确认”模式 为诉讼“瘦身”为群众“减负”
本报讯 开年之际，都匀市人民法院
启用“（2022）黔 2701 诉前调确”新案号办
理司法确认案件。
办理的这批司法确认案件共 40 件。
40 余名农民工与某建筑有限公司发生了
劳务纠纷，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40 名
农民工与该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后到
市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市法院受理案件
后，依法对调解协议的内容和形式进行
了审查，以“（2022）黔 2701 诉前调确”新
案号作出民事裁定书，确认该调解协议
有效。裁定书同时明确双方当事人应当
按调解协议的约定自觉履行义务，一方
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
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执
行。
近年来,为应对案件数量激增的情
况,市法院学习推广“枫桥经验”
,积极探
索多元解纷机制,精准对接人民调解、行
政调解、行业调解、专业调解等解纷力
量，通过“诉前调解+司法确认”的模式，
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降低了当事人
的诉讼成本与时间，极大地减轻了当事

人的诉累，同时也缓解了法官的办案压
力。
（黄婷婷）
又讯 1 月 6 日 17 时，申请人石某某、
韦某某拿到了平塘县人民法院牙舟人民
法庭民事裁定书，该院今年第一件司法
确认案件画上了圆满句号。
申请人石某某、韦某某因人身损害
发生纠纷,经牙舟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
解，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在收到人民调
解协议书后，双方当事人向牙舟人民法
庭申请对调解协议书的效力进行司法确
认。该庭法官在对调解协议书进行审查
后,依法出具了司法确认民事裁定书。
司法确认作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
重要一环,能有效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
优化司法资源，具备为诉讼“瘦身”、为群
众“减负”等优点。近年来，平塘县人民
法院牙舟人民法庭积极开展与辖区人民
调解组织的工作对接，对成功调解达成
协议的纠纷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的案件
及时便捷办理，积极回应当事人的司法
需求，多渠道分流处理辖区矛盾纠纷。
（卢景桃）

盗窃案被告人系聋哑人 手语翻译助其正当诉权
本报讯 近日，福泉市人民法院审结
一起聋哑人涉盗窃案件。审理中，为充
分保障残疾人的诉讼权利，该院函请福
泉市特殊教育学校委派手语教师担任翻
译并指派律师出庭辩护，最大限度地保
障了聋哑人的正当权利。
被 告 人 李 某 、姜 某 某 均 系 聋 哑 人 。
2017 年 8 月 24 日凌晨，被告人李某受邀
约后与肖某某、舒某某、况某（均已判刑）
等人到福泉市牛场镇谷汪幼儿园内，将
杨某某堆放在该幼儿园一教室内 1086.9
公斤的太子参盗出，由舒某某、况某驾车
将所盗太子参运至肖某某位于福泉市牛
场镇马龙井村下院组的家中藏匿，伺机
变卖。案发后，被盗太子参已悉数追回
归还失主。经鉴定：被盗太子参价值人
民 币 89872 元 。 2021 年 1 月 28 日 20 时

许，被告人李某、姜某某在福泉市黄龙井
殡仪馆偷盗王某某家 30 条磨砂香烟。案
发后，被盗的部分香烟被追回，李某家属
代其赔偿被害人损失 1560 元。经鉴定，
被盗香烟价值 3900 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二被告人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窃取他人
财物，其中被告李某盗窃财物价值 93772
元，数额巨大；姜某某盗窃财物价值 3900
元，数额较大，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
盗窃罪。李某系累犯，但具有坦白、立
功，积极赔偿损失情节；姜某某有盗窃前
科，但有自首情节。结合二被告人系聋
哑人，故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被告李某有
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 元；判
处被告姜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 1000 元。
（熊仕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