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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
南记者 罗霞 通讯员 邓昌
学）9 月 15 日，全面依法治省
工作业务培训班在长沙开班。
省委依法治省办副主任、省司
法厅党组书记、厅长范运田出
席并讲话，省委依法治省办成
员、省司法厅一级巡视员唐世
月主持。

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
会成立以来，认真贯彻落实全
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紧紧围
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聚焦经济发展高
质量和社会治理高效能，统筹
推进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 、全民守法 ，全面依法
治省工作迈出新步伐、取得新
成效。

范运田强调，要提高政治
站位，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作为树牢 “四个意
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检验，
作为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践

的重要政治任务 ，以更大格局 、更宽
视野、更高标准谋划推动更高水平的
法治湖南建设 。 要加大统筹协调力
度，各级党委法治议事协调机构办公
室着力在思想、体制、制度 、执行 、督
察上加强统筹协调。要进一步强化推
动落实效度，加强组织领导 ，委员会
要切实担负起牵头抓总的职责，管宏
观、谋全局、抓大事，用好法治建设的
“指挥棒”。 要保证任务完成的进度，
当前要紧紧围绕落实 “六稳”“六保”
要求，强化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
生产等重点领域执法司法工作，依法
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积极为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复工复产复商
复市提供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

据了解， 本次培训班为期 5 天，
共设置 7 个课程，全省约 150 余人参
加。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雷昕 见习记者
杨天朗 通讯员 文飞 邓彪 唐曾伟

“乃摇手台琵琶稳颠刮 ，老你办女些
仲耳 。 道些仲耳嘎部拍 ， 每乃刚嫩交通
法。 ”9 月 13 日，刚刚经历一场秋雨洗礼的
通道侗乡风雨桥上， 清新雅致。 歌声、水
声、琵琶声，声声入耳。 循声而去，只见风
雨桥上围满了观众，一首侗语交通安全宣
传琵琶歌吸引着往来路人。

怀化市最南端的通道侗族自治县，坡
多路徒、路窄道弯。 正是这山多田少的险
峻之地， 创造了连续 17 年无较大道路交
通安全事故的湖南记录。

近几年，通道县委县政府多举措并施
整治交通顽瘴固疾。 通过开展特色宣教方

式，交通安全宣传深入人心 ，道路交通管
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老百姓安全感、幸
福感大大提升。

侗语传唱交通安全歌
通道侗族自治县地处湘 、桂 、黔交界

处 ，素有 “南楚极地 ”“百越襟喉 ”之称 ，是
典型的老少边穷山区。 道路交通基础条件
差，群众交通安全意识淡泊 ，是困扰通道
道路交通安全的症结。

道路交通安全关键在人。 通道县结合
侗民族习俗融入到日常生活，将道路交通
安全的宣教编成侗歌侗戏 、琵琶歌 、三句
半进行传唱，让交通安全宣传深入人心。

9 月 13 日 ，侗乡风雨桥上，省级侗族
琵琶传承人吴永春用古老的侗语弹唱着

《交通安全琵琶歌》。 悠扬的侗语歌曲在中
步村的上空流淌。 村里的男女老少，听到
熟悉的旋律，也跟着轻声哼唱。

一曲唱完，吴永春对记者说：“我利用
各村相互交流、互唱大戏的契机和赶集时
间节点， 将交通安全常识编入侗歌中，唱
给大家听。 有的老人，不识字，不懂汉语也
能听懂，我唱一句，效果好过你说十句。 ”

把交通规则写入侗歌，选取老百姓喜
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村民中传唱，让不懂
汉语、不识汉字的老人也成了交通规则的
守护者。

此外，鸣锣喊寨也是侗寨独有的交通
安全宣传方式。 村支书杨永超说： “侗寨
连片的木质建筑怕火，侗寨鸣锣喊寨的习
惯延续至今。 ”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曾
雨田 通讯员 李果）今年以来，湖南法院
一站式建设跑出“加速度”。 全省已设立
336 个诉源治理工作站， 调解矛盾纠纷
18 万余件，一审服判息诉率升至 90.7%。
这是 9 月 14 日省高院召开的全省中级
法院院长座谈会透露的一组数据。 省高
院党组书记、 院长田立文出席会议并讲
话。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去年以来，湖南
各级法院狠抓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
务体系建设，诉源治理深入推进，多元解
纷形成合力，分调裁审更加高效，智慧诉

讼服务大显身手，一站式建设深入人心，
全省法院诉讼服务质效评估排名跃升
至全国法院第 3 位 ，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 。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省法院设立
336 个诉源治理工作站，一审民事、行政
案件数同比下降 9.8%，调解矛盾纠纷 18
万余件 ， 诉前调解占一审立案数量的
28%，一审民事案件简易程序适用率达到
88.1%，一审服判息诉率升至 90.7%，实现
审判质量、效率双提升。 同时，办理网上
立案、跨域立案 、自助立案 7 万余件 ，电
子送达及诉讼活动通知 25 万余条，网上

交退费超过 40 万笔，诉讼服务更加便捷
高效。

会议要求， 全省法院要坚持源头预
防、齐抓共管，构建更加高效的一站式多
元解纷体系。 要加快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格局，完善诉源治理机制，促进基层解纷
网络建设， 发挥人民法庭桥头堡作用，9
月底基层法院全部设立诉源治理工作
站。 要强化多元解纷平台建设，提升在线
多元解纷能力， 充分运用好人民法院调
解平台 ，实现委派 、委托调解案件 100%
通过平台办理，并巩固音视频调解优势，
强化实体一站式解纷功能， 汇聚解纷资

源，提升解纷效能。
同时，要求深化 “分调裁审 ”机制改

革，在减负去繁上用实劲，在提速增效上
下苦功，坚持智慧集约 、便民利民 ，全方
位提升一站式诉讼服务能力水平， 构建
智慧化诉讼服务体系， 增强一号通办能
力，并强化涉诉信访信息化应用。

省高院党组副书记 、 副院长张兰
主 持 会 议 ，省 高 院 党 组 成 员 、立 案 信
访局局长李立新通报了 《全省法院今
年以来一站式建设的工作情况 》。 会
议还听取了各市州两级法院一站式建设
工作汇报，连线了 14 个基层法院。

湖南法院一站式建设跑出“加速度”
设立 336 个诉源治理工作站，审判质效实现双提升

特色宣教入人心 严格管理显成效
———通道连续 17年无较大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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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上演
“疫情下的急救”�

9 月 11 日， 学生们在工作人员
的指导下，使用 AED 设备进行急救
演练。 当天，长沙市红十字会主办的
“疫情下的急救 ” 主题宣传暨 2020
年世界急救日现场救护、 防疫演练
活动在芙蓉区蓉园小学举行。 通过
系列活动的开展， 向广大市民和中
小学生传播应急避险、 自救互救知
识， 增强全社会对突发事件的防范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提升紧急情
况下自救互救的能力水平。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谢丽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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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顽瘴痼疾
安全文明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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