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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元区法院召开民事审判质效推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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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沈蓓）4 月 7 日，株
洲市司法局以党史学习教育第二专题
“学史增信 ”为主题 ，组织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 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党史
学习教育第二专题 “学史增信” 通知精
神，学习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学史
增信，坚定信仰担使命》，熟知掌握了“学
史增信”9 个方面内容。 党组书记、 局长
朱胜辉主持学习， 党组中心组成员参加
学习并讨论发言。

党组理论中心组成员分别就 “学史
增信”专题学习内容发言。 大家表示，今
年是建党 100 周年，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非常重要，通过“学史增信”专题学习，进

一步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充分
认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 ，才
能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

朱胜辉表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学
史增信”专题要重点突出五个“增”：一是
信仰要增强。 要不断增强对党信仰，百年
奋斗历程 ，中国共产党吸引力 、凝聚力 、
战斗力不断增强。二是信心要增加。对党
要有坚定的信心，我们党一路走来、一路
颠簸、一路风雨、一路坎坷。 但不管在什
么时期 ，都能自我修正 、自我校正 、自我
前进， 在挫折中仍能逐步壮大、 长期执

政，充分证明了我们党的伟大。 三是信服
要增幅。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筚路蓝缕， 开拓前进， 接续跨
越，成就非凡，要不断增加对我们党信服
的程度。 四是信誉要增辉。 作为党员干
部， 我们要时刻注重一言一行、 一举一
动 ，要维护党的良好形象 ，要不忘初心 、
牢记使命 ，善作善成 ，无怨无悔 ，为党增
辉。五是信守要增光。我们对党要口服心
服，坚守使命，爱岗敬业，绝对不能口是
心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一定要坚守
信念， 在本职工作上恪尽职守、 忠诚履
职、奋发进取，用真心与执着为党的事业
争光添彩。

通讯员 罗达 张剑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以来 ，
株洲市石峰区法院早部署、早动员、早行
动 ，提出着力深化学习、着力夯实基础、着
力真查真改，强化思想，强化责任、强化
落实的“三着力、三强化”的工作方针，有
效破解工学矛盾。 截至 3月 31日，该院新
收案件 1379 件，旧存 68 件，结案1000 件 ，
结案率 69.11%，结案率居全市法院第一名。

精心设置学习计划
院党组把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工

作统筹安排，在公布参考资料的基础上，
制定学习教育环节实施计划， 列出日程
表、学习方式、学习内容等，明确考核办
法和检查方式，提高学习效率。一是学习
融入会议。 除安排固定时间开展集中学
习外，与党组会、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 、

办公会结合起来，做到工学统一、学用结
合。二是学习融入工作。围绕正在进行的
工作，把学习融入到促进工作落实、推动
工作实效之中 ，将 “我为群众办实事 ”与
“审判质量 、效率和公信力深化年 ”活动
相融合。

充分利用学习时间
利用好业余时间 ，开展 “夜学 ”。 与

“每周一晚”读书活动相结合 ，每周四晚
上以党支部为学习单元组织干警集中学
习，以支部学习会、讨论会等形式加深学
习印象， 检验学习效果。 谋划好授课时
间，开展“导学”。 针对部分干警短时间内
难以消化吸收等实际困难， 积极谋划和
组织干警参加习近平法治思想、 党史学
习、党规党纪等重点课程的专题讲座。 安
排好工作时间，开展“微学”。 对诉讼服务
窗口、审判执行一线岗位，在安排好工作

的前提下，利用编印的《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应知应会知识手册》《党史教育重点学
习资料汇编》，灵活安排时间学习。

积极搭建学习载体
用好学习平台，专门学。 积极利用学

习强国、 湖南省干部教育培训网络学院
等学习平台的相关课程内容， 一体化实
现人员、时间、内容“三同步”。 用好公众
平台，联动学。 通过微信群向干警推送学
习课件、党课资料、英模事迹、警示案例，
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小程序提供
给干警在线查阅、答题。 用好体验实践深
入学。 组织干警到中国共产党长沙历史
馆及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接受政治教
育， 到株洲市桥头堡廉政教育基地接受
廉政警示教育，参加英模事迹报告会，观
看英模事迹影片。 以多种切身体验推动
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司法干警为中学生
讲授《未成年人保护法》

4 月 6 日， 攸县司法局莲塘坳镇司法
所安排专人深入镇中学为全校学生讲授
《未成年人保护法》， 千余名中学生现场聆
听讲课。 授课干警先后从未成年人的法律
概念、《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过程、修订
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变更情况以及中
学生应当如何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等四
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解读，通过引用发生在
校园的典型案例进行以案释法， 引导学生
参与相关法律知识点的互动问答， 在潜移
默化中增强了广大中学生的法律观念。

通讯员 陈剑

本报讯（通讯员 吴卫群）4 月 6 日下
午， 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召开民事审
判质效推进会， 回顾总结第一季度民事
审判工作，安排部署下阶段工作。 党组书
记、院长帅团结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由
党组成员、副院长胡劲松主持。

会上，综合审判庭庭长罗昀、民庭庭
长易红、 知识产权案件负责人陈永红分
别就各自庭室第一季度的工作开展情况

作了总结， 并就下一季度的工作打算作
了汇报。 听取汇报后，帅团结、胡劲松等
院领导对民事审判工作进行了点评 ，并
提出了建议。

帅团结对下阶段民事审判工作表

示：一是提振精神状态。 部门负责人要带
头攻坚克难作表率，状态决定行动，行动
决定结果。二是提升工作能力。要提高文
书写作能力，充分进行说理，提高群众认
同感，更要提高与群众的沟通能力。 三是

提炼办案经验。 通过专业法官会议交流
经验， 注重同案同判， 加大与高校的合
作，借助高校师资力量，提高理论知识水
平，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而提升审判
质效。四是提增办案效果。民事审判要做
到案结事了 ，提高服判息诉率 ，保证得
到群众对法官 、判决 、法律的认同 ，实
现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 社会效果相统
一。

依法拍卖为申请
执行人兑现追偿权
本报讯（通讯员 罗丽芳）“感谢法

院、法官帮助我们企业渡过难关！ ”近
日， 申请执行人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将印有“人民好法官，为民办实事 ”
的锦旗， 送到了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
院执行法官手中。

2018 年 7 月，某房地产公司因追
偿权纠纷， 将王某与何某起诉至芦淞
法院。 经审理，判决被告何某、王某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 5 日内偿还原告湖南
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其偿付的银
行贷款本息 593699.87 元及资金占用
利息损失 187897 元 。 判决文书生效
后，何某、王某不履行法律义务，该公
司遂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 执行法官查询到被
执行人名下有房屋， 遂查封了该套房
屋，在穷尽执行措施后，法院依法作出
终结本次执行的裁定。

恢复执行后， 为了能尽快帮申请
执行人早日拿到执行案款， 法官多次
组织调解工作未果。 在当事人申请下
启动拍卖程序， 上述房屋挂网拍卖多
次，最终以 156 万余元价格竞拍成功。

哥们义气触法网
法律援助助重生
本报讯 （通讯员 欧阳芳 万丹 ）

“因哥们义气帮忙，卷入了一次打架斗
殴事件中，现被审查起诉。 ”今年年初，
王某向株洲市天元区法律援助中心申
请法律援助。 法援中心依法受理后指
派湖南天舒律师事务所赵加兵律师 、
游琴律师担任其辩护人， 最终让王某
免于被起诉。 近期，受援人及家属到法
律援助中心对中心及两位律师表示了
真挚谢意。

因时间紧、任务重，两位律师立即
前往天元区检察院阅卷、 并与承办检
察官沟通，约见了王某，找到了案件突
破口。 王某参与打架斗殴致一人轻微
伤，不属于“情节恶劣”的情形，不构成
寻衅滋事罪，属于法定不起诉的情形。
律师们立即向天元区检察院提交法律
意见书，积极与检察官沟通案件细节，
希望检察官根据本案发生的起因 、过
程、结果，结合王某到案后积极配合公
安机关查清案件的事实、 认罪悔罪态
度真诚等表现，严格做到“可捕可不捕
不捕，可诉可不诉不诉 ”，给王某一个
改过自新的机会。1 月 26 日，天元区检
察院同意市公安局天元分局撤回对王
某的起诉意见书，该案结案。

整个援助过程从受理、 指派到结
案历时不到半个月， 承办律师耐心为
受援人解疑答惑， 且以扎实的专业知
识帮助受援人， 取消了王某的刑事污
点，让王某重新拥有崭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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