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记
者 曾雨田 通讯员 陶琛 肖锭 ）
10 月 21 日， 湖南高院以视频会
议的形式召开全省法院执行工作
推进会，对全省法院“三湘风暴之
‘六稳’‘六保’” 专项执行行动再
动员、再部署、再推进。党组成员、
执行局局长郭正怀出席并讲话。

会议要求， 要确保专项执行
行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紧盯
“3+1”核心指标，强化重点指标实
时动态监管， 推动执行质效整体
提升，力求各指标高标准运行。要
加大涉黑恶刑事涉财案件、 涉职
务犯罪刑事涉财案件、 涉民生案
件、 违法占用耕地类行政非诉案
件、 党政机关国有企业拖欠民营
企业中小企业债务案件、 涉工程
机械案件专项行动等六类案件的
执行力度。 要深入推进全省法院
执行工作长效机制建设， 深化执
行指挥应急管理系统应用， 加强
指挥中心制度建设， 不断提高执
行工作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
管理整体水平， 强化善意文明执
行理念，规范执行行为。

会议强调， 要强化中级法院
监管职责 ，推进执行 “三统一 ”管
理， 落实中院对下执行质效的监管常态化，深
入推进各市州“执行一体化”工作，加强各级法
院执行局班子建设，落实中基层法院执行工作
责任一体化，鼓励各级法院探索创新执行体制
机制，进一步深化“一案双查”工作。 要狠抓执
行信访工作， 完善涉执信访案件办理机制，强
化执行公开， 严格落实院领导包案负责制，健
全完善审查监督程序，推进执行信访案件实质
性化解。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曾雨田 通讯员 陶琛 ）10 月 20 日 ，湖
南高院以视频方式召开全省法院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 党组成员、
副院长蔡俊伟，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
郭正怀出席并讲话， 审判委员会专职
委员杨学成主持。

会议指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展以来， 特别是今年专项斗争进入攻
坚决胜阶段以来， 全省法院强化责任担
当，紧盯阶段性目标，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截至目前，全省法院黑恶犯罪案件一二审
结案率分别为 96.7％和 97.9％，全国扫黑办

挂牌督办的 7起案件全部清零，案件清结
成效走在全国前列；黑财执行结案率和
执行标的到位率分别为 75.01％和 87.1％，
进入全国法院第一方阵。

会议要求， 各级法院要深入分析
形势任务，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紧
盯走在全国前列目标， 坚持稳中求进
总基调，突出案件清结、黑财清底工作
重心，发起审判执行决战攻坚，夺取专
项斗争全面胜利。 对标“六建”任务，系
统集成经验做法，加强长效机制建设，
为扫黑除恶常态化、 机制化开展奠定
基础。 严格落实院长包案负责，层层压

实责任；质量与进度并重，稳步推进清
结； 强化审执衔接， 一体推进清结清
底； 强化风险意识， 确保执法办案效
果，力求如期全面完成“案件清结”“黑
财清底”目标任务。

会议强调，要立足法院职责任务，
推动长效机制建设提质增效， 发挥司
法建议牵引作用，推动堵漏建制；总结
固化专项斗争经验，形成制度机制；加
强正面宣传，建立激励宣传机制，打造
有特色、有亮点的长效机制，巩固提升
专项斗争成效，助力扫黑除恶常态化、
机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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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恶案件一二审结案率逾 9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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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知识进校园
10 月 19 日， 武冈市文化惠民

“送戏下乡”来到水西门社区龙田中
心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文艺表演、
禁毒防毒知识竞赛互动和发放禁毒
宣传预防教育手册， 让学生了解毒
品基本知识 、毒品种类 、毒品危害 、
毒品预防措施等， 倡导绿色无毒阳
光生活。 图为学生在参与禁毒防毒
知识竞赛互动。

曾晓红 王彬 摄影报道

第二批省级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回头看”启动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见习记者 廖悠
悠）10 月 21 日，2020 年第二批省级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回头看”进驻前动员暨业务培训会开班
式在长沙召开。 会议介绍第一批督察“回头看”
成效，安排部署第二批督察“回头看”工作。受副
省长陈文浩委托，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省生态环境厅厅长邓立佳
作动员讲话， 代表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
组向各督察组组长颁授聘书。

第二批督察“回头看”对象为长沙、湘潭、岳
阳、常德、永州、怀化、湘西自治州等 7 个市州，
定于 10 月 23、24 日集中开展督察进驻，进驻时
间约 15 天。 督察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举措成效、各类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污染防治攻坚战特别是“夏季攻势”重点整改任
务完成情况、 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领域突出
问题以及督察整改工作中存在的不严不实问
题。

会议要求， 各督察组要坚决扛起督察工作
责任，扎实做好第二批督察“回头看”各项工作。
开展督察“回头看”，是推进各类突出生态环境
问题整改的一次政治考核和全面检验。

培训会上，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
相关负责人给督察组成员授了课。

■图片新闻

本报讯（王曙蕾 周浩 陈炤 王彩
英）10 月 21 日， 娄底市法学会召开第
六次会员代表大会， 听取并审议了第
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选举产生了第
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秘书长、常务副
会长和第六届理事会学术委员会。 娄
底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陈旌当选为
新一届娄底市法学会会长。 省法学会
副秘书长、 办公室主任罗良方到会祝
贺，娄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楠修、
市中院院长罗筱玲， 省法学会有关人
员、 娄底市委政法委机关全体班子成
员和全市法学界、 法律界的 163 名会
员代表参加会议。

过去 5 年， 娄底市法学会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发挥优势、主动作为，强
化政治引领 、法学研究 、法律服务 、法
治宣传、自身建设等重点任务的落实，

为全面建设法治娄底、 平安娄底作出
了积极贡献。 其中，收集法学调研文章
638 篇、参与单位 156 个 、印刷出版论
文集 5000 余册；主动参与“七五”普法
工作，“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宣讲、
“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等
活动深受欢迎； 全市各地建成法律服
务站 59 个，组建法学法律专家咨询团
队 336 人， 累计为辖区群众提供法律
咨询 18000 人次、 参与化解矛盾纠纷
900 余件次、开展政策法律宣传 390 余
场次、法律援助 500 余件。

陈旌强调， 全市各级法学会和广
大法学法律工作者要以坚持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深入贯彻落实中国法学会第八次会员
代表大会精神 ，开拓创新 、善作善成 ，
不断推动娄底法学会事业迈上新台

阶、开创新局面。 全体法学会会员要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听党话 、跟党走 ，把党的
领导贯穿到法学理论研究和法治实践
的全过程。

陈旌指出，法学会要把握机遇，要
围绕时代主题，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
和在湖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当
好党委政府的 “智囊团”。 要围绕群众
期盼， 紧盯法律运行过程中的实际问
题， 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破解反映
突出的社会难题， 让群众更多地感受
到公平正义， 全面提升获得感、 幸福
感、安全感。 要加快推进市县法学会、研
究会和“会员之家”建设 ，不 断提升法学
会自身建设水平，为建设更高质量的法治
娄底、平安娄底贡献智慧和力量。

娄底市法学会召开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
当好“智囊团” 打造更高水平“法治娄底”

湖南高院召开全省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