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醴陵市人民检
察院召开 2021 年醴陵检察工作务虚会，
总结回顾 2020 年工作，积极谋划 2021 年
各项工作。 院领导、各内设机构负责人参
加了会议。

会上， 各内设机构负责人全面汇报
了 2020 年工作开展情况，深刻剖析了当
前各自部门存在的突出问题与不足 ，精
准谋划了 2021 年工作思路、工作任务及
具体措施。 针对各部门负责人的汇报情况，
分管院领导进一步明确了工作目标，提出了

针对性举措。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黄晓军作了
总结发言。

黄晓军充分肯定了 2020 年全院检察
工作取得的成绩。 在全院干警的共同努
力下， 醴陵市人民检察院实现了办案水
平 、业务监督能力 、人民群众满意度 “三
提升”。 全院顺利通过全国文明单位复核
工作， 获评全省检察机关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先进集体。

黄晓军表示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 ，是 “十四五 ”规划开局之

年， 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开启之年。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2021 年检察工作要紧扣 “学习 、考评 、稳
进、争优”4 个关键词，一要以政治建设为
统领，抓好检察机关教育整顿。 二要以业
务建设为核心， 扛起为大局服务为人民
司法的政治责任。 三要以业绩考评为动
力，持续保持“全市领先、全省率先、全国
争先”发展态势。 四要以严管厚爱为着力
点，打造四个“铁一般”检察铁军。

胡蓉

1 月 6 日上午，株洲芦淞区人民法
院行政庭庭长谭优和法官粟欢在株洲
市云龙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大楼对
原告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诉被告株洲市
云龙示范区自然资源局、 管理委员会、
第三人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城建行政管
理一案，进行巡回审判。

原告 、被告 、第三人围绕被告所作
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程序及
法律依据发表了辩论意见。 谭优同时还
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协调沟通，积极
引导大家在相互理解包容的前提下寻
求解决方式。 罗丽芳

畅谈新思路，谋划新作为
醴陵市检察院召开 2021年检察工作务虚会

芦淞区行诉巡回审判
新年首案开审

副区长易辉主持召开征地征收政策会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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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村(社区 )“两委 ”换届选举平
稳有序推进 , 株洲市司法局连日来充分
发挥职能作用 ,专门部署开展全市村 (社
区)“两委” 换届选举期间矛盾纠纷排查
调处专项行动 , 进一步加强矛盾纠纷排
查调处和村(社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

加强组织领导,营造法治氛围
成立专项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

导小组 ,实行专人专班负责 ,定期研究解
决面临的突出问题。 整合人民调解员、村
(社区)法律顾问、普法志愿者和法律明白
人深入村 (社区), 开展换届选举普法宣
传。 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流

动 ”大喇叭 、举办法治讲座等形式 ,广泛
宣传 《宪法》《民法典》《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
例》等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 ,确保宣传全
覆盖、不留死角。 截至目前 ,共发放宣传
资料 1000 余份,举办法治讲座 1 场 ,解答
相关咨询 20 余人次。

加强矛盾排查,及时化解纠纷
把做好换届选举期间矛盾纠纷排查

调处工作列入 2021 年专项调解活动的
重要内容 ,认真落实村 (社区 )、乡镇 (街
道)、县(市、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充
分发挥网格员作用 ,实行村(社区)周报告

和重大事项随时报告 , 对情况复杂的重
点村(社区)加大排查力度 ,确定专人负责
相关矛盾纠纷信息收集和隐患排查工
作 ,掌握选情民意和矛盾纠纷信息 ,及时
发现隐患苗头 ,做到早发现 、早防范 、早
处置。

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 对影
响换届选举的复杂疑难纠纷 ,按照“属地
管理”原则 ,利用人民调解员人熟地熟优
势 ,及时介入 ,做好疏导 、说服和调处工
作 ,能解决的就地解决 ,防止因矛盾纠纷
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 集体上访事件和
重大舆情事件。 截至目前,共排查调处涉
换届纠纷 3 起,成功调处 3 起。

加强工作推动,实现调解组织换届
结合村(社区)“两委”换届,督促村(社

区) 同步完成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推选工
作,指导村(社区)推进人民调解委员会基
础设施和业务工作建设。 向社会公开招
聘调解员 ,把“老娘舅”、乡贤等充实到调
解队伍,计划于 2021 年 5 月前完成村(社
区) 人民调解员的聘任 ,6 月前完成人民
调解员统一颁发证书、 徽章、 胸牌等工
作 , 促进调解员队伍规范化发展 , 实现
90%以上村 (社区 )人民调解组织规范化
建设达标。

沈蓓

株洲市司法局护航村(社区)“两委”换届

2020 年以来，株洲市石
峰区土地事务服务中心紧
紧围绕 “产业项目建设年、
温暖企业行动” 工作主题，
以“百日攻坚”为契机，坚持
党建引领 、务实创新 ，强力
推动报批供地、征地征收工
作， 强化项目用地保障，顺
利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

“征地拆迁任务艰巨 ，
我们始终坚持全区一盘棋，
为 一 线 攻 坚 提 供 强 力 支
持。 ”区相关负责人笑着分
享了高质高效完成工作的
秘诀 ，“主要是做好攻坚克
难、重点突破、宣传造势、稳
打稳扎。 ”

攻坚克难，及时清除障
碍因素。 该区切实加强对征
收项目的协调调度， 坚持交办销号
和协办督查机制， 及时研究解决项
目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全年召开政
策会审会 10 次， 领导小组会 3 次，
会议研究解决了 104 个征收疑难问
题， 有力清除了项目推进的诸多障
碍因素。 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征拆
工作无法有效开展， 但全区顶住压
力、强化措施 、攻坚扫尾 ，及时保障
了多个项目的用地需求， 如九方铸

造、时代雅园三期 、清水塘大道 、清
水塘产业服务中心等。

重点突破，集中交地效果明显。
清水塘片区规划拆迁比例高， 项目
建设用地批单多而复杂。 该区专门
成立了集中交地工作组，集中为中
车大道二期项目地块一 、 轨道科
技城工业地块六 、 清水塘大桥新
建工程 等 10 余个 项 目 办理 了 交
地 ， 为业主单位保障后续资金的
贷款及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宣传造势，大力营造良好氛围。
一方面，结合线上线下接访工作，进
一步做好征地政策宣传。 明确专人
认真听取群众反映的问题和诉求 ，
做好详实记录， 并依据现行的征地
拆迁安置有关政策逐一进行解答 。
另一方面，制作并印发宣传册 2000
余本，广泛深入讲解拆迁政策、解答
群众疑问， 争取最大限度地取得广
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通过多家省
市级媒体平台对三一重工、 华晨化

校等重点项目情况进行了
10 余次报道。同时，制作并
设立 54 座宣传栏、宣传横
幅等， 在全区征拆项目现
场进行宣传， 有效助推征
拆征收工作掀起新高潮。

稳打稳扎， 迅速推进
项目资金结算。 2020 年以
来， 该区以轨道交通城结
算为契机， 全面推进了征
拆棚改项目结算工作。 年
初 成 立了 项 目 资金 结 算
组，全盘梳理了棚改项目，
对相关历史遗留问题进行
统筹处置。 目前，已将全区
50 余个征拆完结项目纳入
资金结算任务， 已基本完
成国投轨道公司和华晨房
地产公司为业主的共 21

个项目的初步结算，涉及金额 13.74
亿元，为理顺与业主单位的关系、盘
活项目资金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目前，该区已制定出 2021 年集
体土地征地拆迁项目计划表， 共计
24 个项目， 面积 3373 亩。 其中，产
业项目 9 个， 涉征面积 1615 亩；基
础设施项目 15 个， 涉征面积 1758
亩。

龙晓婷

攻坚克难、重点突破、宣传造势、稳打稳扎
株洲石峰区全力保障项目用地，服务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