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客车停在客栈指定停车场后出现裂痕
武陵源区法官高效化解矛盾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健 ）近
日，芷江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
起贩卖毒品案件，被告人杨某因
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元。

2021 年 1 月，被告人杨某在
芷江县城某中学门口将一个重
约 0.15 克的毒品海洛因零包贩
卖给吸毒人员周某，杨某得毒资
200 元人民币。 几天后，杨某被芷
江公安民警抓获，并从其身上搜
出一小包净重 0.16 克的毒品海
洛因疑似物。 经鉴定，在该毒品
海洛因疑似物中检出海洛因成
分。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一款
规定 ：走私 、贩卖 、运输 、制造毒
品 ，无论数量多少 ，都应当追究
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同时
第三款还规定： 走私、 贩卖、运
输 、制造鸦片不满二百克 、海洛
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
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 3 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
罚金；情节严重的，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法官提醒 广大人民群众要
提升禁毒防毒意识，时刻警惕毒
品危害 ，不沾毒 、不碰毒 、不贩
毒， 如发现有涉毒犯罪线索的，
要及时拨打 110 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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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李艳）2 月 20 日，岳
阳中院召开全市法院工作会，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省、市经济工作会和政法工作会，
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以及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工作会精神，总结全市法院
上年工作成绩，安排部署今年工作。 岳阳
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王小中出席并讲
话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光荣 ，市政
协副主席秧励 ， 以及省人大代表高鸽
子 、郑叶新 、王五星 ，省政协委员李建军
等应邀出席会议。 市中院党组书记、院长
彭世理作动员报告。 会议由市中院党组副
书记 、常务副院长 、二级巡视员简龙湘主
持，党组成员 、副院长姜跃军宣读了相关
表彰决定。

王小中要求，全市法院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对政法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更加注
重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坚持司

法为民 、公正司法 ，继续推动法院工作高
质量发展。

王小中强调，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
放在首位 ,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要持续营
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围绕服务岳阳“三区
一中心”建设，更好地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实现更大担当作为。 要持续抓好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 全市法院要提高政治站位，统
一思想认识， 坚决打赢这场刀刃向内、正
风肃纪的攻坚战，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
卷。

彭世理要求 ，全市法院要坚定 “四个
意识”， 旗帜鲜明讲政治， 攻坚克难敢担
当 ，强化支撑树导向 ，着力打造过硬政治
机关。 要聚焦平安岳阳建设，常态化开展
扫黑除恶 ，精准化打击各类犯罪 ，实质化
加强人权保障 ， 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
境。 要聚焦服务“六稳”“六保”，在发挥审
判职能 、延伸司法职能 、落实上级决策上

再加力，营造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 要聚
焦法治岳阳建设， 在服务重大项目建设、
推进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推进一审行政
案件集中管辖上见实效，营造优质高效的
服务环境。 要聚焦“守护好一江碧水”，坚
持理念先行 ，突出重点保护 ，强化专业审
判，营造宜居宜业的生态环境。 要聚焦“切
实解决执行难”， 持续完善执行工作大格
局，持续加大执行工作力度 ，持续加强执
行规范化建设 ， 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
境。 要坚持司法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双
轮驱动”， 把全部精力集中到执法办案主
职主业上来，以改革赋能、以科技增效，不
断提升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水平。
要切实提升公正司法 、群众工作 、信息化
应用、新媒体时代社会沟通、拒腐防变“五
种能力”，着力锻造一流法院队伍。

会议还对全市法院综合考核先进单
位、中院 2020 年度精品案件、先进集体等
进行了表彰。

重整行装 真抓实干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曾雨
田 通讯员 雷清波 毛艺浔）近日，武陵源
区人民法院旅游速裁法庭成功调处一起自
驾游客车辆玻璃损害赔偿纠纷案， 游客李
女士满意而归。

牛年春节假期， 长沙李女士带着母亲
自驾来到武陵源景区游玩，入住某客栈。之
后，李女士将车子停放在该客栈合作的某公司
停车场。 随旅行社游玩两天后，李女士准备驾
车离开客栈去张家界大峡谷景区的途中，发现
爱车前挡风玻璃上端有破损裂痕。

李女士随即联系客栈老板， 反映车辆
停放期间车辆受损情况并要求给个说法 ，
客栈老板认为与自己无关。随后，李女士拨
打 110 报警，警察调阅停车场的监控，发现
车辆停放位置系摄像头盲区， 停车场进出
口监控，因摄像头像素等技术原因，无法判

明进出停车场时， 该车前挡风玻璃是否有
裂痕。出警民警无法判断受损原因，只好进
行协调，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调解未果。

2 月 16 日中午，李女士拨通了武陵源
区人民法院旅游速裁法庭的投诉电话，正
在吃午饭的值班法官接到电话后， 立即放
下碗筷，赶到现场处理。速裁法官认真听取
各方当事人的陈述， 向民警了解处警情况
后，就地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协调。

首先，法官向双方释明《民法典 》第一
千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宾馆、商场、银行、
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
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
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
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
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第三人承担侵
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
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后，
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同时，归纳争议焦点、
分析法律关系并对相关诉讼风险进行提
示。

经法官释法明理， 客栈老板明白在未
找到第三人造成损害之前自己依法应承担
民事责任，李女士亦承认自己存在失误，开
出停车场未及时发现车辆受损情况， 愿意
自担相应责任。 最终，双方彼此谅解，达成
和解协议： 客栈老板当庭赔偿李女士奔驰
车前挡风玻璃损失费 3200 元，李女士自担
其余损失。

据悉，春节期间，武陵源区法院旅游速
裁法庭全体工作人员坚守岗位，24 小时值
守，及时、高效化解游客在旅游途中的矛盾
纠纷，消除游客的后顾之忧。

本报讯（通讯员 戴敏）“感谢
通道法院，没想到春节期间，仅仅
3 天就拿到了钱 ， 太感谢你们
了！”申请人李某脸上露出了憨厚
和满意的微笑。近日，通道法院顺
利执结一起涉农民工民生案件 ，
执行到位金额 65473 元， 切实维
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2019 年 4 月，李某在靖州某
建筑公司从事木工装潢工作 ，在
工作中受伤， 被认定为工伤和九
级伤残， 但靖州某建筑公司迟迟
没有给付伤残补助金及停薪工
资。经过仲裁和诉讼程序后，靖州
某建筑公司仍然没有履行义务。

2021 年 2 月 1 日 ，李某向通
道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春节期间，
通道法院为民生案件开辟绿色通
道， 坚持涉民生案件优先立案优
先办理的原则，即当天立案，第二
天联系被执行人靖州某建筑公
司，督促他们履行义务。在执行法
官的耐心释法后， 被执行人主动
履行了义务， 至此该案顺利执行
完毕。

春节期间， 通道法院加大涉
民生案件的执行力度， 切实践行
了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维护农民工
权益的职责使命， 让农民工不再
忧薪。

本报讯（通讯员 王正涛）近日，洪江人
民法院开庭宣判一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案。

2017 年 9 月 18 日，两被告人杨某华、
杨某白与怀化市金牛房地产有限公司绿水
名苑 3、4 号楼项目部签订了泥副班组劳务
合同， 负责绿水名苑 3、4 号楼主体打混泥
土、砌墙施工项目。 合同签订后，两被告人
邀约粟某龙、张某庆等 58 名农民工参与施
工，并与他们签订劳务合同。

工程完毕后， 怀化市金牛房地产有限
公司依约向两被告人付清了所有工程款
项。 但两被告人却因自身因素拖欠被害人
粟某龙、张某庆等 58 名农民工 32.3147 万
元工资长期未付。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华、杨某白
拒不支付 58 名民工的劳动报酬 ， 数额较
大， 且在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

后， 在指定的时间内未到指定的地点配合
解决问题， 视为以逃匿方法逃避支付劳动
者的劳动报酬， 此行为构成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罪。据此，洪江人民法院以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罪， 分别判处两被告人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缓刑 2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 千
元； 对 2 被告人已上缴的农民工工资人民
币 15 万元， 在本判决生效后依法移送执行，
责令被告人继续支付 58 名农民工工资共计
173147元。

■以案说法

学校门口卖毒品
男子获刑 8个月

洪江两男子因恶意拖欠工资获刑

庭审现场。

通道法院：让农民工
不再忧薪

岳阳召开全市法院工作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