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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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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肖瑛 黄诗杨）自队
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 江华县法院念好
回访案件当事人“三字诀”，全面征求意
见建议，推进为民办实事走深走实，受到
当事人的好评。

立足“广”，全面收集意见。坚持开门
整顿，积极探索，对案件当事人采取走进
家、请进院等方式，多方征求意见。 结合
“大排查、大走访、大化解、大调研”活动，
积极回访当事人，全面摸排 2018 年以来
涉及干警联系的 35 个重点村和 30 个重
点企业的 640 余件民商事案件， 干警带
案进村入户，共收集意见建议 135 条，提
供法律咨询 120 余次。广泛征求意见，发
放征求意见表给案件当事人、代理人、辩
护人、 信访人及全县各单位。 把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当事人代表及各行业代表
等请进法院，主动召开座谈会 6 场，收集
意见建议 33 条。

坚持“紧”，全力压实责任。建立专项
台账，安排专人汇总、全面梳理征集到的
意见建议，实行台账动态管理，目前筛选
出建议和意见 54 条。 明确落实责任，对
梳理后的每个意见建议做到 “四有”，即
有领导包案、有专人解决、有整改时限 、
有实际成效， 目前已交办 3 批 52 件，当
场解释清楚 2 件。定期督办调度，每两周
院长亲自调度意见办理情况一次， 统一
调度协调，重点问题由院长签发交办函，
已发院长交办函 3 批 9 件。 严格落实奖
惩， 明确将落实问题建议的情况与年终
绩效考核、评先评优挂钩。

突出“快”，全速解决问题。 坚持以实效
为导向，做到“三个立即”着力在解决实际问
题上下狠功夫，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事事有
着落、件件有回音，目前已落实到位 13 条。
立即办，对当事人反映的问题，确实没有解
决的，由院领导牵头 ，组织人员迅速研究
落实。 立即改，对当事人反映的问题， 能
够改进的迅速改进，如针对当事人反映诉讼
服务中心服务功能不全的问题， 迅速购置
智能云柜、智能诉状填报系统、综合查询
机等设备，快速提升诉讼服务水平。立即
释， 对当事人反映的问题一时无法解决
的，当场做好解释工作，商量解决办法 ，
明确解决时限； 对不是法院管辖或者提
出的诉求没有道理的， 向当事人释明法
律规定，促使其息访息诉。

江华法院
召开网络债权人会议

本报讯 （通讯员 蒋雨轩 ）4 月 13
日，永州市安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
二次债权人会议在江华县法院召开。

为了秉承“我为群众办实事”理念，
充分发挥破产审判智能，结合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常态化 ，减少人员聚集 ，同时
考虑到该案的大部分债权人在外地，为
最大限度地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江华
法院确定本次债权人会议以网络直播
的形式进行。 此外，江华法院运用信息
化手段与管理人及网络公司密切配合，
提前进行设备调试， 开展会议预演，对
会议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准备了应对预
案。

会上，管理人通过网络向债权人作
《管理人执行职务工作报告》《异议债权
复核情况报告》等工作报告，宣读了《债
权人委员会职权 》《债权人委员会成员
候选人名单及说明 》《债权人委员会选
举办法 》等文件 ，并拟订了 《变价方案 》
和 《分配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进行审
议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是江华县法院利
用互联网信息化手段推动破产重整案
件工作的有益尝试 ，也是 “我为群众办
实事”理念与审判工作的有机结合。 下
一步，江华法院将以队伍教育整顿为契
机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 ，进一步探
索运用互联网信息化手段构建“智慧法
院”，化解破产重整难题，不断创新工作
机制，持续助推江华社会经济高质量发
展。

双牌专项打击整治
非法社会组织

本报讯 （通讯员 邓旭辉 袁伊 邓
彬 ）近日 ，双牌县委政法委 、民政局 、网
信办 、公安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
联合在全县开展了打击整治非法社会
组织专项行动，主要打击未经民政部门
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
组织，以及被撤销登记或吊销登记证书
后继续以社会组织名义活动的组织，包
括筹备期间开展筹备以外活动的组织。

此次专项行动严格落实民政部等
22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铲除非法社会
组织滋生土壤净化社会组织生态空间
的通知 》中 “六不得一提高 ”的要求 ：企
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不得与非法社会
组织有任何勾连或合作；党员干部不得
参与非法社会组织活动；新闻媒体不得
宣传报道非法社会组织活动；各类公共
服务设施和场所不得为非法社会组织
提供活动便利；互联网企业不得为非法
社会组织提供任何线上活动便利；金融
机构不得为非法社会组织活动提供便
利。

专项行动重点打击整治利用国家
战略名义，在经济、文化、慈善等领域活
动的非法社会组织；冠以“中国”“中华”
“国家 ”等字样 ，或打着国家机关 、事业
单位的下属机构等名义进行骗钱敛财
等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与合法登记的
社会组织勾连开展活动、鱼目混珠的非
法社会组织 ； 借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活动开展评选评奖活动的非法
社会组织 ；开展伪健康类 、伪国学类活
动以及假借宗教旗号进行活动的非法
社会组织。

本报讯（通讯员 罗志仁）4 月 12 日，
江永县召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推进
会暨查纠整改部署会议。县委书记、县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组长周立夫出
席会议并讲话 ，县领导李勇 、唐阳陵 、邬
双飞、李新建、欧阳旭勇、李湘沅出席。 县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
要负责人，县政法各单位班子成员、联络
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县委常委、县委政法
委书记邬双飞主持。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市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工作推进会暨查纠整改部署会精
神， 对学习教育环节的工作进行了总结
回顾， 对查纠整改环节工作进行了安排
部署。

周立夫表示， 查纠整改环节是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动真碰硬、触及要害、务求
实效的中心环节和关键环节， 也是清除
害群之马、 整治顽瘴痼疾的落实环节和
显效环节，责任重大 ，任务艰巨 ，问题查
纠深不深入、整治整改彻不彻底，直接决
定着教育整顿的成效， 要严格对标对表
上级决策部署，有力有序推进，确保取得
良好效果。

周立夫说， 要准确把握查纠整改环
节总体要求，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坚持
统筹兼顾，准确把握政策，增强查纠整改
的思想自觉， 通过查纠整改进一步激发

政法队伍干事创业热情， 从严从实从细
抓好防风险、保安全 、护稳定 、促发展各
项措施落实；要突出查处重点、强化工作
举措、精准适用宽严政策，稳妥有序推进
组织查处工作，不断纯洁政法队伍，维护
政法队伍肌体健康； 要全面排查、 找准

“病灶”，分类施策、靶向整治，治建并举、
抓源治本， 坚决打好顽瘴痼疾整治攻坚
战，进一步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要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同配合，拧紧责任
链条，形成工作合力，推动查纠整改稳妥
有序深入开展。

江永县召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推进会暨查纠整改部署会

查纠整改进一步激发干事创业热情

本报讯（通讯员 唐璐）4 月 12 日，道
县法院召开队伍教育整顿第二次征求意
见座谈会，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中
小学校长、企业家代表、律师代表、社区
干部代表、人民陪审员代表、当事人代表
等 13 名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座谈。 党组书
记、院长杨斌主持会议，院领导班子成员
参加会议。

杨斌向与会代表通报了道县法院队
伍教育整顿学习教育环节工作的开展情
况， 并详细说明了查纠整改环节要整治
的内容， 希望社会各界人士提出宝贵的
意见建议， 对该院干警作风问题进行监
督。 与会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生活
实际， 围绕道县法院如何进一步做好服
务群众、规范办案 、提高审判执行效率 、

加大普法宣传力度等多个方面共提出意
见建议 22 条。

杨斌代表院党组对与会代表提出意
见建议表示感谢， 并表示会后将认真梳
理问题，逐项对照整改 ，继续开门整顿 ，
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判， 真正
做到把教育整顿成果转化为服务大局 、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实际成效。

念好回访“三字诀”为民办实事

道县法院邀请 13 名社会各界人士座谈
逐项对照整改 继续开门整顿

■教育整顿进行时

■我为群众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