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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曾雨
田 通讯员 李果）10 月 14 日， 湖南高院
举行线上新闻发布会，通报该院在全国法
院率先制定出台《关于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施意见》（下称《实
施意见》）有关情况。 《实施意见》全文 20
条，主要涉及 5 个方面，旨在指导全省法
院切实增强人民法院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的自觉性、主动性 ,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保障作用，努力将
矛盾化解在基层，为基层社会治理贡献司
法智慧和司法方案。

《实施意见》要求，全省法院要提高政
治站位，增强人民法院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的责任担当。 要明确功能定位，主动融入
党委和政府主导的诉源治理工作，积极参
与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合理布局建设诉
源治理工作站，加强巡回、上门法律服务。

要发挥专业优势，为民主协商、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法治保障。要
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完善纠纷解决机制
的线上线下运行体系。要做好与基层政法
单位、基层自治组织、基层调解组织的对
接，积极推动形成矛盾纠纷分层过滤解决
机制。 强化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
理的功能 ， 构建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
网络 。

《实施意见》要求，全省各级法院要立
足审判职能，做好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
和平安创建工作。 要正确处理家事纠纷，
促进家庭平安和谐；依法妥善处理社区邻
里纠纷，建设平安和谐社区；依法妥善处
理校园暴力、校园欺凌案件，助力平安校
园建设； 依法妥善处理环境保护纠纷，助
力构建现代化的环境治理体系。依法推进
社会治安、公共安全、政治安全突出问题

治理，建设平安社会。 积极搭建法治与德
治、法治与自治的桥梁, 推进司法民主和
司法公开，健全案件当事人心理服务体系
和危机干预机制，提升基层群众对公正司
法的获得感。

《实施意见》强调，要回应社会关切，
为基层社会治理贡献司法智慧和司法方
案。 积极开展法治宣传和巡回审理，结合
案件办理拓展依法治理效果 。 利用大数
据、信息化定期对矛盾纠纷、治安隐患进
行分析研判、预测预警。要完善配套机制，
加强分类指导，推动建立健全人民法院参
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机制。 强化组织领
导，做好人民法院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各
项服务保障，把法院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作
为重点工作列入日程， 细化工作内容，制
定实施方案，完善工作措施，确保人民法
院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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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罗霞 通
讯员 唐海军）10月 13日， 记者从湖南省司
法厅获悉，湘潭、常德、岳阳、邵阳、永州、郴州
市 6个考区 2020年全国统一法律职业资格
客观题考试有调整， 由原定的 10月 31日一
批次调整为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两批次，
应试人员参加哪个批次考试随机分配， 具体
见准考证标注。

此外，省司法厅还发布《湖南省 2020
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告知书》， 要求所有应试人员严
格作好自我健康状况监测， 于考前 14 天
（客观题 10 月 17 日、主观题 11 月 14 日）
申领本人防疫健康码和通信大数据行程

卡， 并进行每日体温测量和健康状况监
测，并登陆司法部网站完成信息填报。 同
时，在准考证打印页面增设《2020 年国家
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应试人员健康承
诺书》， 应试人员签订承诺书后方可打印
准考证。

来自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健康码
为黄码的应试人员，应于考试当天提供 7
天内 （客观题 10 月 24 日、 主观题 11 月
21 日及以后， 距离应试人员考试日期不
超过 7 天）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建议至少提前 15 天到达考点所在城市或
湖南省境内其他低风险地区，自觉接受隔
离观察、健康管理和核酸检测。

《告知书》特别强调，3 类情况应试人
员在备用隔离考场参加考试。 1.体温正常
（＜37.3℃），健康码为绿码、通信大数据行
程卡显示应试人员考前 14 天内到过国内
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但持有 7 天内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2. 体温正常 （＜
37.3℃），健康码为黄码，但持有 7 天内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3. 体温异常
（≥37.3℃）或有咳嗽等急性呼吸道症状，
但健康码为绿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显示
应试人员考前 14天内未到过国内疫情中高
风险地区，无境外旅居史，且经有关卫生健
康部门、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等进行专业
评估后认为可以参考的。

本报讯 （法制周
报·新湖南记者 罗霞
通讯员 唐海军 ）10 月
13 日，省司法厅召开党
组（扩大）会议，传达学
习省委十一届十一次
全会精神，审议贯彻落
实省委全会《中共湖南
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湖南重要讲话精神奋
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湖南新篇章的决定 》
（以下简称 《决定 》）的
实施意见和责任分工。
党组书记、厅长范运田
出席并讲话，在家厅领
导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 ，省委十
一届十一次全会审议
通过的《决定》，是推动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在湖南落地生
根、在新起点上奋力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的动员令和路线图 。
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
实学习贯彻总书记考
察湖南重要讲话指示
精神的政治责任 ，作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从政治、全局、战略的高度深刻领
会打造 “三个高地 ”的战略定位和担
当 “四新 ”的使命任务 ，立足全省 、放
眼中部、面向全国，以更高政治站位、
更宽思路视野谋划、抓好司法行政各
项工作，以实干实绩回报总书记的亲
切关怀和深情厚望。

会议强调 ， 要从严加强党的建
设。 以贯彻落实的实际行动践行“四
个意识”“两个维护”， 加强党的组织
建设、 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
营造涵养清风正气的政治生态。 要加
快推进法治湖南建设。 加强法治建设
督察， 加快推进行政复议体制改革，
统筹做好“四篇文章”，全面推进依法
治省 ；建立健全机制 ，优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全面做好“七五”普法总结验
收，抓紧谋划“八五”普法规划。 要服
务新发展格局。 加强立法调研规划，
对重点领域加强地方立法，如加强自
贸区建设立法保障；加强执法规范化
建设， 对重点领域加大执法力度；整
合法律服务职能资源，服务产业项目
建设 、自贸区建设 、中小企业和民营
企业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 ，协助防范
化解金融风险，为湖南提供优质高效
公共法律服务；加强涉外律师和领军
人才培养，引导律师投身经济建设主
战场。 要促进乡村振兴。 高质量完成
脱贫攻坚任务，不断深化法治扶贫成
果 ，促进法治乡村建设 ，助推乡村振
兴。 要维护社会稳定。 坚持和完善新
时代“枫桥经验”，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 ，坚守监管安全底线 ，打好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决胜战。

我省调整 2020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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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高院在全国率先出台实施意见

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司法方案

10 月 14 日， 吉首市人民检察院启
明工作室成员来到乾元小学，结合“守护
花蕾·关爱儿童” 女童权益保护宣讲行
动，给学校师生带来了一堂以“我的身体
不容侵犯”为主题的法治课。

检察官用简单易懂的语言， 通过播
放动画视频和现场互动的方式， 教孩子
们学会认识自己的身体， 并快速掌握自
我保护的性教育知识。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通讯
员 石学银 龙思惠

“检察蓝”守护“红领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