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吴世
庚） 9 月 8 日下午，溆浦县
人民法院集中兑付胡毅 、
舒乾结、 胡显斌等 46 名农
民工工资 45.5 万元。 农民
工接到血汗钱后 ， 终于露
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笔工资对我们真的
很重要 ， 有急需用这笔钱
给孩子交学费的， 也有急
需这笔钱交住院费的 ，真
的拖不下去了……” 一位
农民工代表如是说。

本案农民工从 2019 年
10 月向溆浦县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
裁 ，2020 年 3 月溆浦县人
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再到
2020 年 7 月怀化市中级人
民 法 院 作 出 终 审 生 效 判
决， 仲裁诉讼程序走了近
一年时间。 2020 年 8 月立
案执行后， 执行法官查控
被执行人财产，及时冻结、
扣划被执行人银行账户 ，
并将标的款执行到位 ，圆

满执结这起拖欠农民工工
资长达一年的案件 。 在场
农民工拿到了属于自己的
血汗钱 ， 纷纷对执行干警
表示感谢 ，并亲手敬赠 “怀
爱民之心 、办利民之事”锦
旗。

溆浦法院始终坚持把
涉民生案件作为审判执行
工作的重点， 不断提升执
行工作理念 、能力和水平 ，
持续加大涉农维权案件执
行力度 ， 对于涉及农民工
工资 、赡养费 、扶养费等涉
民生案件 ， 开辟 “绿色通
道”，优先立案 、优先审理 、
优先执行 、优先发放案款 ，
建立快速执行 、 优先执行
常态化机制，确保“零拖延”
“零容忍”“零积案”，在疫情
期间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
人合法权益 ， 让胜诉权益
人在最短时间内拿到执行
案款 ， 切实提高人民群众
对法院工作的满意度和获
得感。

法治种子生根发芽
熊先国是三洋塔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5 年前购买了同组村民曾
明的老屋及山田，后因异地搬迁后
原宅基地复垦，曾明要求收回宅基
地和山田，引发纠纷。 石门县法院
办案法官会同驻村工作队先后 3
次上门调解，终于促使双方握手言
和。

三洋塔村和寨坪村位于石门
西北山区，复杂的地形曾让这里的
老百姓长期处于贫困之中。但在县
人民法院成为扶贫后盾单位之后，
村里变化越来越大，村民幸福指数
越来越高。 不仅致富有了路子，法
治思维也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法院没有结对帮扶前 ，村干
部天天忙于管闲事 ，解纠纷 ，现在
村民们都专心致志奔致富。 ”村主
任覃业飞说道。

为打好脱贫攻坚战，县法院出
台实施意见，全方位提供司法服务
和保障。组建审判专班，专司贪污、
挪用扶贫款物等犯罪案件，为扶贫
工作筑牢了司法屏障。

密切关注贫困群体合法权益，
开展了扶贫案件专项执行行动，将
扶贫对象申请执行案件的执行到
位率提升了 14 个百分点。

对涉及茶叶、冰糖橙等扶贫产
业及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风险
点提供法律指引，有效预防了 8 起
纠纷发生。

加大对贫困群体的司法救助
力度， 近 3 年共对 32 起建档立卡
当事人， 缓减免收诉讼费 53 万余
元， 为 73 名建档立卡申请人发放
执行救助金 60 万元。

党建引领筑牢根基
“当时的寨坪村党组织涣散，

老书记直接撂挑子不干了。 ”2017

年 3 月，县法院驻寨坪村工作队队
长马晓光到任伊始，便面临这样一
个“烂摊子”。

“必须打造一个坚强的村支两
委班子，才能强基础提信心 ，转变
思想拔穷根。”马晓光清楚，唯有把
扶贫与基层党建紧密结合，才能真
正抓好脱贫攻坚。

他以村支“两委”换届为契机，
与乡党委协调 ，选出了 “80 后 ”的
党支部书记 ， 配齐了平均年龄为
39 岁的 4 名班子成员， 其中 3 人
具备大专以上学历。

通过党员大会讲党课、屋场会
宣传政策 、主题党日活动 、党员帮
扶贫困户等一系列举措，村委会的
凝聚力和号召力明显增强，党员的
标杆带动作用更加凸显。

“工作队驻村之后 ，村党支部
成了真正的战斗堡垒，村里样样工
作实现了后进变先进。 ”寨坪村所
在的所街乡党委主要负责人说。

在距离寨坪村 10 公里的三洋
塔村，县法院驻村工作队队长欧阳
高鹤曾常常思考一个问题 ，“贫穷
的根子在哪里，村民等、靠、要的思
想贫困如何消除？”经过辗转思索，
他有了办法。

三洋塔村共有党员 41 人 ，到
任几天后，欧阳高鹤召开了全村党
员大会， 邀请县法院党组书记、院
长苏基云上党课，争取党员对扶贫
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此后，苏基云
每年都要为全村党员上党课，工作
队也常常对老党员入户走访，倾听
想法，共同谋划脱贫路径。

全村党员的思想统一后，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和辐射效应越来
越明显，以党支部为龙头 ，党员作
表率当先锋的党建工作格局初步
形成。 2014 年以来，三洋塔村党支
部连续六年获评所街乡“先进基层
党支部”，2018 年支部书记刘楚林
被评为“全县十佳支部书记”。

在扶贫政策的感召下，不少党
员成了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优秀
共产党员”唐植品在村里兴办了茶
叶加工厂，解决了十多个贫困户的
就业，其经营的茶厂成为所街乡三
个扶贫车间之一。

基建“组合拳”打出加速度
“三洋塔村和寨坪村底子很

薄， 之前很多村民小组不通公路，
长期存在电力荒，还存在饮水难。”
马晓光告诉我们。

县法院成为两村的扶贫后盾
单位以后，积极争取资金 ，按轻重
缓急，实施了一系列利村利民的硬
件建设。

三洋塔村属喀斯特地貌，天坑
众多，水源奇缺。 法院协调投入资
金 199 万元，启动了人畜安全饮水
工程，防漏加固了水源地曲家峪水
库，布设了供水管网 ，新建了 2 个

水厂 ，二级提灌 160 多米 ，确保了
全村自来水供应。“饮水难”这一长
期困扰村民的历史问题得到彻底
解决。

“2014 年法院结对帮扶以前，
全村只有硬化道路 7.3 公里，目前
村里硬化道路超过了 20 公里。 ”覃
业飞介绍。

道路通畅除了方便出行外，还
方便了农业生产。王家湾片区海拔
700 多米， 山上种有茶叶 2000 多
亩。

“以前王家湾不通路 ，茶叶只
能肩挑背驮，一公斤成本至少要高
两三毛。 现在道路修到了地边上，
采摘下来就可以装车。 ”王昌勇等
一批茶农充分享受到了修路带来
的好处。

为解决电压低和 “电力荒”问
题，法院争取扶贫统筹资金 460 万
元，增加变压器 10 台，实行线路升
级改造全覆盖，彻底解决了 “电力
荒”顽疾。

一系列 “基建组合拳 ”实实在
在地方便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改善
了两村基础设施状况。

“产业造血”叩开致富门
脱贫攻坚，持续“输血”是基本

保障，强化“造血”功能才是长久之
计。 如何激活“造血干细胞”，是苏
基云重点考虑的问题。

三洋塔村支柱产业是茶叶，县
法院启动茶叶提质工程，先后引入
投资 175 万元，完成 300 亩优质茶
园开发和 500 亩茶叶提质改造，茶
叶整体品质明显改良，茶农收入显
著提升。

以前三洋塔村无集体经济，县
法院争取资金 110 万元，开挖了村
集体所有的廖家台百亩有机茶园，
成立了金盆垭茶叶专业合作社。百
亩茶园已在今春栽种了茶苗，预计
3 年后便可受益，到时村集体年增
收将达 50 万元以上。

之前的寨坪村也同样面临无
集体经济收入的情况，县法院投入
资金 30 万元 ， 带动土地流转 70
亩，精心打造了寨坪村冰糖橙产业
基地。 “冰糖橙今年下半年将逐步
显现收益，丰产期可实现村集体年
增收 30 万元。 ”寨坪村主任李碧波
告诉我们。

在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县
法院以产业发展为载体，在两个点
村大力推进 “龙头企业+基地+合
作社+农户” 的产业发展模式，建
立起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贫困
户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了贫困户稳
固增收。

法治扶贫提升了村级治理水
平， 增强了村民幸福感和获得感，
在刚刚结束的国家脱贫攻坚普查
中， 三洋塔村和寨坪村以 100%的
满意度高质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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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中的政法力量

法治扶贫催开“和谐花”
———石门县法院扶贫工作纪实 本报讯（通讯员 谢贝）

“我上有 70 岁的老人要照
顾，下有还在读书的孩子要
接送，请求审判员对我减轻
刑罚，核准监外执行。 ”9 月
8 日，在第六个全国拒绝酒
驾日来临之际，屈原法院依
法公开开庭审理一起危险
驾驶案。法庭未采纳被告人
的上述请求，当庭宣判。 部
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
庭审。

公 诉 机 关 指 控 ，2019
年 7 月，被告人黄某甲酒后
无证驾驶一辆小型客车行
驶至某中学路口时，将驾驶
电动车从中学内出来的被
害人黄某乙撞致轻微伤。经
认定，黄某甲负此次事故的
全部责任。 经鉴定，黄某甲
案发时血液中的酒精浓度
为 182.7mg/100ml， 属醉酒

后驾驶机动车。 事后，黄某
甲赔偿黄某乙各项损失共
计人民币 1.9 万元 ，并取得
黄某乙的谅解。

由于该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黄某
甲认罪认罚，法官在征得被
告人的同意后，决定适用简
易程序，整个庭审过程简单
快速明了。 庭审结束后，代
表委员对庭审程序、效果及
审判人员庭审驾驭能力进
行评价打分，大家均给予了
充分肯定。

近年来，该院与公安检
察机关密切协作配合，持续
加大对涉酒驾案件的审判
及宣传力度，但仍有抱着侥
幸心理试图蒙混过关的人。
法律的底线不可逾越，对无
证且醉驾的行为必须“零容
忍”。

溆浦法院集中兑付农民工工资 45 余万元

酒后驾车“醉”危险
屈原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一起危险驾驶案

代表为法官送锦旗现场。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曾雨田
通讯员 曾妍 晏耀如

“谢谢，你们这是给我送来
了保命钱啊……”日前，石门县
法院法官来到县人民医院病
房， 将 9.3 万元先予执行款送
到了熊华手中。

熊华系建档立卡贫困户 ，
在帮人建房时坠地受伤， 因无
力承担医疗费，手术无法继续。
为此， 石门县法院依法先予执
行到位 9.3 万元 ， 帮助他完成
了手术。

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来 ，
石门县法院将审判职能向扶贫
领域延伸， 开辟了贫困户诉讼
“绿色通道”， 办理涉扶贫领域
案件 387 件， 切实维护了贫困
群众的合法权益。

法官帮忙“讨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