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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周美
惠）为加强 《民法典 》普法
宣传力度，增强青少年法
律意识，10 月 16 日，株洲
市渌口区法院干警走进
黄龙中学开展 “送法进校
园 ”活动 ，为初二年级学
生带来一堂法治教育课。

区法院副院长黄建军
宣讲了《民法典》颁布实施
的背景和重大意义 ，并代
表区法院向学生们赠送
了《民法典》书籍。 干警肖
佳妮以 “如何预防青少年
犯罪 ”为主题 ，通过真实
案例引入 ，深入浅出地为
学生们讲解了预防校园
欺凌的重要意义 、校园欺
凌的主要表现形式 、应对
校园欺凌的正确措施等
内容。

这次活动发放了法治
宣传资料 200 余份，“希望
能通过此活动引导青少
年学生从小知法 、 学法 、
懂法，促进他们的健康成
长，助推校园法治建设。 ”
黄建军坦言。

司法救助为受害人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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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郭秀峰）“李队长，多
亏了你们检察院和村干部帮忙，我的房子
不再漏水了！ ”10 月 14 日，醴陵市沩山镇
青泉村村民喻小国对上门走访的醴陵市
检察院驻村扶贫队队长李建明如是说。

这只是市检察院做好脱贫攻坚工作
的缩影。2018 年 5 月由该院牵头派驻的扶
贫工作队进驻青泉村以来， 共派出 50 余
名检察干警与青泉村 76 户贫困户结对帮
扶，并抽调群众工作经验丰富的李建明担
任青泉村第一书记扎根扶贫一线。 全体干
警进村入户走访 1000 余次， 先后共为沩
山镇及结对帮扶的青泉、新东堡等 5 个村
落实帮扶资金 100 余万元。

青泉村党总支书记胡喜在扶贫队支
持下办起了双塘种养合作社。 通过大力发
展扶贫产业，解决村级剩余劳动力就业问
题。 三年来，胡喜个人累计投入 400 万元，
流转田地 600 余亩种植水稻、瓜果、蔬菜，
养殖鸡鸭 5000 余羽。 今年 7 月，合作社注
册“老屋坡 ”商标 ，帮助叶顺清 、周苗等贫
困户代销蜂蜜 300 余桶，兜底聘请贫困劳
动力 15 人 ， 直接带动 50 余户贫困户增
收，实现了脱贫摘帽。

同时，该院将改善结对帮扶村基础设
施建设、“扶智”“扶志”作为抓好脱贫攻坚
的重要抓手。 驻村工作队积极协调对接各
部门，帮助解决办公楼建设资金 30 万元。
2019 年 6 月，青泉村投入 200 余万元建成
的一座两层 800 余平方米的村级综合服
务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该院还协调帮助完
成了喻家老屋至金塘坡组 1.2 公里的道路
拓宽硬化 ，实现了组组通水泥路 ，大部分
村民家用上了天然气；先后在村级主干道
安装路灯 261 盏， 设置垃圾桶 300 余只，
村级保洁常态化，安全饮水全覆盖。

为实现“志智双扶”，市检察院和驻村
扶贫工作队结合青泉村实际，积极支持村
里成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村农家书

屋捐赠图书 2000 余册，投入 6 万元，支持
村级文明建设。 2015 年起，该院持续开展
“金秋助学 ”活动，累计为沩山镇 90 余名

贫困学子捐款 20 万元。 目前，已有 10 余
名受资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成功走上工
作岗位，有效切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本报讯（通讯员 胡毅 钱婷）近日 ，
央视社会与法频道《小区大事》专题播出
了人民调解典型案例节目 《再婚夫妻的
隐婚生活》，记录了株洲市石峰区人民调
解员多元联动成功化解一起再婚家庭离
婚引发的感情与经济纠纷的全过程。

毛某与彭女士都是二婚， 但领证后
的 6 年，两人从未在一起生活。 婚前，两
人感情不错， 毛某还为彭女士买了养老
保险。婚姻关系出现裂痕后，毛某希望彭
女士退还这笔养老保险金再离婚， 但双
方未达成一致意见。毛某通过“石峰和事
佬 ” 矛盾调解 APP 平台提交了调解申

请， 石峰区矛盾调解中心指派人民调解
员对双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和调
解。

由于双方矛盾难以调和， 初步调解
未取得成功。于是，调解员引导彭女士到
区法院起诉离婚。立案后，承办法官当即
邀请双方当事人及家属， 协商男女双方
的再婚财产和感情纠纷， 通过人民调解
员与法官的通力合作， 最终解开了双方
的心结，撤回了起诉。两人在人民调解员
的陪同下到民政局协议离婚， 矛盾得以
化解。

近年来， 石峰区司法局学习枫桥经

验 ，创新多元化解机制 ，开创 “互联网+
矛盾纠纷调解” 新模式。 建立了矛盾纠
纷网上调解联席会议机制， 由区委副书
记担任召集人， 组建了由分管区领导任
组长，部门负责人任副组长的 13 个调解
专项组，负责各自管理行业、领域内矛盾
纠纷的调解工作。区司法局开发的“石峰
和事佬”矛盾调解 APP 在各网格得到大
力推广，通过推进矛盾纠纷线上化解，激
活了网络空间“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参
与 。 2019 年至今共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900 余件， 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
与认可。

本报讯（通讯员 胡毅 钱婷）近日，
株洲市石峰区响石岭街道先锋社区居
民文先生收到了区司法局转账的 1.3 万
元司法救助金，让他们一家人的中秋节
备感温暖。

2019 年 6 月，文先生因纠纷被打伤
住院治疗，伤人者虽得到刑事处罚却无

力赔偿 ，文先生作为家中 “顶梁柱 ”，伤
后无法工作， 加之父母年迈重病缠身，
家庭实在无法再支付治疗费用。 在这种
情况下，文某在区检察院的帮助下向区
委政法委、 区司法局申请司法救助，司
法局在收到政法委转来的文先生的司
法救助申请及材料后，及时启动救助程

序进行核查并迅速将 1.3 万元救助金发放
到了文先生手中，缓解了其家庭经济困难。

司法救助是重要的民生工作，区司
法局将充分发挥司法为民、司法扶贫的
特色和优势，用行动传递温暖 ，为因案
致贫 、因案返贫的困难群众提供有效
的司法救助 。

本报讯 （通
讯员 刘思思 叶
彬）近日，攸县人
民检察院以犯罪
嫌疑人夏某涉嫌
合同诈骗罪向县
法院提起公诉。

夏某结识某
公司股东杨某 ，
杨某经常带着夏
某一起出入茶楼
等场所谈生意 ，
夏某也因此结识
了被害人刘某 、
李某。 2018 年-
2019 年 ，夏某利
用刘某、 李某想
赚快钱的心理 ，
谎称自己也是某
公 司 的 股 东 之
一，与刘某、李某
喝茶时吹嘘自己
的公司可以给他
们生意做， 转手
后 就 能 净 赚 百
万。 刘某与李某
信以为真， 与夏
某签订了 《矿渣
买卖合同》。夏某
以签合同需要保证金为由， 分别让
刘某、李某交了 50 万元、40 万元。 合
同签订后， 夏某又以资金周转为由
向刘某借款 200 万元，向李某借款 3
万元。 夏某后将钱款用于偿还债务、
放高利贷以及个人挥霍。

【检察官说法】夏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
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
行为触犯了《刑法》第 224 条的规定，
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市民在签订合同时应认真审查
对方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履约能
力、合同内容、合同条款及保证人资
格，不可被金钱冲昏了头脑，盲目签
合同。

扶贫就要用效果说话
醴陵检察派出 50 余名干警 助帮扶村脱贫摘帽

本报讯（通讯员 刘婧）为帮助扶贫
联点村巷口山村的贫困村民销售产
品 ，增加收入 ，近日 ，攸县人民法院驻
村扶贫工作队队联合当地政府、 村干
部组织贫困村民进行了一场 “特殊赶
集”。

芋头、红薯、生姜、莲藕、鸡、鸭、鳝
鱼……村民准备了丰富多样的农产
品， 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们帮他们布

置摊位、招揽顾客、打包商品，吸引了不
少顾客前来购买。 同时，攸县法院也从
村民手中购买了不少产品供作食堂食
材。 仅两个多小时，交易额便达 1万余元。

据介绍，攸县法院扎实开展驻村扶
贫工作，通过消费扶贫的方式以“购”代
“捐”，切实解决了贫困户农副产品销售
难问题，用行动帮助贫困户提高家庭收
入，增强他们脱贫致富的信心。

■相关新闻

多元解纷显奇效 网上矛调建新功

扶贫集市，生意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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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中的政法力量

小集市有大爱 促消费助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