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整顿进行时

本报新闻热线_0731-84802117���本版策划 /�杨友林 法治永州05 2021年04月08日 编辑 /�贺迎辉 美编 /�王诚杰

本报讯 （通讯员 周建银 雷力川 ）
“感谢检察院为我们主持公道，让我们拿
回了血汗钱。”4 月 1 日，王某民、田某清、
于某生等 5 人代表 8 名农民工，手捧“履
行检察监督职责 维护民工合法权益”的
锦旗来到祁阳县检察院， 感谢检察机关
为他们追回劳动报酬。

2020 年 7 月， 徐某付请王某民等 8
人到祁阳县观音滩镇某村胡某清家中自

建房工地做事， 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务
合同。 事情做完后，徐某付未按时支付王
某民等人工资， 王某民等人多次找徐某
付讨要工资，但徐某付以各种理由拖欠。
在多次讨要未果后， 王某民等 8 人到县
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 信访局等部门反
映情况 ，都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遂于 11
月到县检察院提出帮助讨回工资的请
求，检察院迅速立案，指定资深检察官雷

春华负责此案。
经查，8 人系祁阳县茅竹镇、白水镇

等地农民工， 打零工是其为家庭提供经
济来源的主要方式，属社会弱势群体，徐
某付拖欠工资的行为损害了 8 人的合法
民事权益。 祁阳县检察院于 11 月 30 日
向县法院发出支持起诉书， 法院当即予
以受理立案。 承办检察官持续跟进，主动
联系主审法官了解案件进展情况， 经过

一系列有效沟通，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徐
某付支付了王某民等 8 人的工资共计人
民币 8800 元。

“妥善解决农民工工资纠纷问题，事
关维护百姓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平正
义，事关保障民生和社会和谐稳定，发挥
支持起诉职能， 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
权益，也是 ‘人民检察为人民’的职责所
在。 ”祁阳县检察院检察长程晖说。

蓝山县人民法院队伍教育整顿实招频出

廉政教育、院长党课双管齐下
本报讯 （通讯员 晏斐斤 ）为进一步

增强干警党风廉政建设意识,筑牢防腐拒
变思想防线,扎实推动队伍教育整顿走深
走实走心。 近日,蓝山县法院组织全体干
警前往舜帝陵省级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
开展廉政教育活动。

舜帝陵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2009 年 3
月 17 日挂牌成立，是湖南省首批廉政文
化教育基地，其以“舜德耀千秋”为主题，
从道德之源 、舜德之光 、舜风长拂 、舜德
承传、舜德励人 5 个不同角度，集中展示
了中华道德文化与廉政文化的发展轨
迹。

在廉政教育基地， 讲解员深入浅出
地为大家宣讲廉政文化，讲解警示案例，
干警们认真观看了反腐倡廉图片展览 ，
从触目惊心的反面典型中吸取教训 、引
以为戒， 心灵受到了深深触动和极大震
撼。

随后，蓝山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陈
祁陵以 《涵养清廉本色 永葆干净初心》
为题， 在现场为全体干警讲授了一堂触
及灵魂的党风廉政教育专题党课。

陈祁陵表示，“能吏寻常见， 清廉第
一难”。 司法不廉是老百姓对法院队伍反
映最集中、最强烈的问题，法官手中握有
决定重大经济利益分配乃至人的自由 、
生命的大权， 决定了法院干警在干净干
事、 清正廉洁方面必须要有更高更严的
要求。一是要坚守法治信仰。法官要带头
尊崇法律 、遵守法律 ，以法为重 、以法为
本，只有具有坚定法律信仰的法官，才不
会迷失方向 ，才不会被私心 、私情 、私欲

击倒。二是要恪守司法良知。强化司法良
知培育，深入推广廉政警示教育、廉政岗
位教育 、宣教崇廉 、亲情助廉 、扶困思廉
等经验做法， 教育引导法官常怀律己之
心，常思贪欲之害，努力构筑拒腐防变的
思想道德防线。三是要严守廉洁底线。必
须坚持为民用权 、秉公用权 、依法用权 、
廉洁用权，切实做到管得住小节、耐得住
寂寞、抵得住诱惑 、受得住委屈 、经得住
考验。 要知足常乐，摆正心态，树立正确
的幸福观， 保持一颗平常心。 要学会感
恩，始终保持清醒 ，自觉做政治上的 “明
白人”、经济上的“清白人”、作风上的“正
派人 ”、工作上的 “带头人 ”，以实际行动
维护和树立人民法官爱岗敬业、 廉洁执

法的良好形象。
陈祁陵要求全院干警要狠抓队伍教

育整顿机遇，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涵
养清廉本色， 永葆干净初心， 真正做到
“政治上跟党走 、经济上不伸手 、生活上
不丢丑 ”，成为一个正直的人 、一个高尚
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确保法
院队伍忠诚可靠、纯洁廉洁。干警们纷纷
表示 ， 要以队伍教育整顿为契机 ，切
实加强自身修养 ,解决突出问题 ,提高办
事效率；以案为鉴 ，从中汲取教训，时刻
保持清醒头脑 ，做到警钟长鸣 、防微杜
渐 ； 坚定理想信念 ， 恪守职业道德底
线 ，筑牢思想堤坝 ，自觉提高拒腐防变
能力。

陈祁陵上廉政教育党课。

■图片新闻

本报讯 （通讯员 廖
江恒）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进入学习教育环节以来，
新田县人民法院采取四
大举措统筹推进学习教
育与审执工作，确保队伍
教育整顿这一首要政治
任务扎扎实实抓紧抓实
抓细，审判执行工作有序
推进 ，实现两手抓 、两不
误、两促进。

学习方案提前公布。
提前制定并公布学习方
案 ，列明学习清单 ，下沉
学习任务，方便干警有针
对性地调整工作时间与
学习时间，做到单位有方
案 、个人有计划 、每天有
安排，统筹推进审执工作
与学习教育。 截至目前，
该院列明的学习书目清
单中 ，全院干警 、党组理
论中心组、党支部不同层
面集中学习篇目共 14 册
（篇 ）， 个人自学篇目 14
册（篇）。

学习内容结合实际。
坚持用什么学什么，缺什
么补什么，把学习内容与
法院工作实际相结合，以
学促用 、以学敦行 ，使两
者相得益彰、 相互促进，
确保将学习成果转化为
解决思想问题、做好审执
工作的强大动力。如该院
聚焦人大代表 、 政协委
员、群众代表提出的意见
建议， 立足审判实际，推
出“我为群众办实事”提升诉讼服务质
量 “十项承诺 ”，让人民群众诉讼更便
捷、更省力、更满意。

学习时间巧妙安排。 充分利用休
息时间开设 “午间班 ”“夜间班 ”，巧妙
错开工作时间 ，抓好 “八小时以外 ”的
学习教育， 绝不让干警因工作太忙缺
学漏学，切实做到学习不留死角、不落
一人。“午间班”即 13 时至 14 时 30 分，
组织全院干警集中学习。 “夜间班”即
晚上 7 时至 9 时，组织因出差、办案、开
会等原因未参加集体学习的干警补学
或者各部门组织集中学习研讨， 相互
督促、端正学风。

学习方式灵活多样。 在坚持以领
导讲学、 专家授课等集中学习为引领
的基础上，将“学习强国”app、微信公众
号、工作微信群等平台作为学习阵地，
每日推送学习资料和学习动态， 督促
干警利用碎片时间随时随地学。 截至
目前， 在微信公众号推送教育整顿应
知应会知识 13 期，党史天天学内容 12
期，总阅读量约 4000 人次。

4 月 1 日，蓝山县法院全体干警来到
土市新村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重温
红色记忆，接受红色教育洗礼。 1934 年 8
月、11 月，中国工农红军红六军团 、红三
军团、 红一军团先后过境蓝山县土市新
村渡口， 村民们拆下家中的门板搭设浮
桥帮助红军渡河， 新村渡口被人们称为
“红军渡”。 当日 ，在红军渡口，全体党员
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 干警们走进红
三军团、红六军团指挥部旧址 ,认真听讲
解、详细询问、用心观看。 干警们表示，一
定要继承先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永葆
初心本色 ；深入学习党史 、革命史 ，加强
党性修养 ，筑牢政治忠诚 ；坚 持 司 法为
民公正司法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

通讯员 晏斐斤

祁阳检察院为农民工追回血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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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参观观红红军军渡渡接接受受红红色色教教育育洗洗礼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