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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约定偿还本金
法院判决提前还款

本报讯 （通讯员 付宗辉
唐丽君 ）债务人未按约定偿还
部分借款本金， 经债权人多次
催告无效， 债权人要求债务人
提前返还全部借款本金并支付
逾期利息，近日，慈利县法院江
垭法庭审理了一起民间借贷纠
纷案， 被告因未按约定及时偿
还借款被判决解除借款合同 ，
提前偿还原告全部借款并支付
相应利息。

孙某与寇某系同乡好友 ，
2019 年 10 月 3 日，寇某因开厂
需资金周转， 向孙某借款 5 万
元。 双方约定 ，寇某自 2019 年
年底开始， 连续 5 年每年向孙
某偿还 1 万元。 自 2019 年年底
开始， 寇某连续两年未按照约
定偿还相应本金。 于是，孙某将
寇某告上法庭， 要求对方偿还
全部借款， 并支付相应逾期利
息，但其中的 2021 年、2022 年、
2023 三年借款期限并未到期。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寇某
向原告孙某借款 5 万元， 有借
据及催款录音为证， 可以认定
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有
效。 孙某依约履行了出借义务，
寇某亦应按照约定履行偿还借
款并支付约定利息的义务 ，二
人之间的借款虽有部分未到
期， 但寇某已连续两年未依约
还款，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
依法可以解除借款合同。 据此，
法院对孙某要求寇某偿还全部
借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对
于孙某主张的逾期利息则分别
自被告第一次、 第二次违约时
开始计算。

慈利县档案馆
开展红色革命教育

本报讯 （通讯员 陈磊）近
日， 慈利县档案馆组织全体机
关党员前往贺龙故居、 红二方
面军长征出发地开展红色革命
教育活动，通过重走红军路、聆
听革命故事、 组织研讨交流等
多种形式感悟革命精神、 传承
红色基因。

慈利县档案馆机关支部将
理论学习与开展实践活动相结
合， 让每一位党员自觉在红色
文化中增强 “四个自信 ”，陶冶
职业操守，厚植为民情怀。 该馆
的党史学习教育突出了 “新 ”
“特”“实”， 为张家界市档案系
统的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做
出了榜样。

据悉， 慈利县档案馆将充
分利用馆藏， 扎实开展相关系
列活动， 把传承红色基因和为
民服务行动结合起来， 真正把
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
服务的内生动力。

本报讯 （通讯员 王静）“请问你们这
里有野生河鱼卖吗？ ”近日，桑植县纪委监
委派驻县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联合渔
政执法人员，深入人潮溪镇澧水流域进行
暗访时，随机询问附近居民。 居民告诉督
查组工作人员 ，现在县里查得严 ，平常捕
鱼的人家还有沿河饭店、渔船都已上岸集
中管理 、等待处理 ，晚上也经常有巡逻船
巡河，大家都不敢偷捕鱼类了。

为推动禁捕退捕工作落实落细，桑植
县纪委监委派驻农业农村纪检组全程参
与禁捕退捕工作 ，为推动这一工作 “六包
保责任”落实，按照“禁得住、退得出、能小
康 ”的总体目标，坚持查 、治 、建三环节一
体化推进，严格监督落实“七个到位”关键
举措 ，即底数摸清到位 、渔船渔具退出到
位、渔民安置到位、渔民生计保障到位、禁
捕管理到位 、渔业生产转型到位 、资金保
障到位，实现 “六无四清 ”目标 ，即无一条
捕捞渔船 、无一副捕捞网具 、无一个捕捞
渔民 、无一起捕捞生产 、无一起非法偷捕
行为 、无一条野生鲜上岸买卖 ，做到问题
清、原因清、整改清、责任清。

同时， 在县纪委监委强力督战下，县
农业农村局、县人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
公安局、县水利局等相关部门及各乡镇主
动作为 、联合发力 ，禁捕退捕工作有序推
进。 该县共有涉渔三无船舶 1684 条，已签
订退捕协议 818 份 ， 发放拆解奖补资金
71.72 万元； 对涉渔贫困人员及边缘易致
贫户共 371 户 1279 人发放禁捕退捕转产
转业引导资金 38.37 万元。

2020 年以来，桑植县纪委监委派驻纪
检监察组督促并联合县相关职能部门开
展联合执法 73 次，专项行动 281 次，检查
巡查水生生物保护区 151 次，出动执法人
员 1024 人次， 收缴非法捕捞网具 740 条，
电捕鱼器 21 台 ， 查获非法捕捞渔获物
45.5 余公斤 ;查处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 24
起，移交公安处理案件 14 件，行政处罚案

件 10 起，罚没 3.19 万元。
下一步，桑植县纪委监委将持续有针

对性地跟进监督、精准监督、全程监督，有
力有效促进禁捕退捕工作时间节点全面
提前，同时继续畅通渠道，开展回查回访，
深挖严查公职人员在禁捕退捕工作中的
失职渎职等问题，以铁的纪律护航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

桑植县纪委监委一体化推进查、治、建三环节

精准监督护航禁捕退捕

本报讯 （通讯员 郭颖）4 月 29 日，永
定区公安分局广场派出所完成整体搬迁
工作并举行揭牌仪式，标志着永定公安高
标准纵深推进公安派出所建设向前迈出
了坚实一步。

近年来，张家界市公安局永定区分局
抢抓基层派出所基础建设新的历史机遇，
在充分调研和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大力推
进基层派出所升级改造，目前已完成了 10

余个基层派出所的升级改造工作，充分满
足基层派出所实战需求，切实提升了基层
派出所的核心战斗力。

新建立的广场派出所位于张家界西
站广场，每天过往旅客不断。 广场派出所
将继续坚定地守卫市区“西门”，严打旅游
市场违法犯罪，对于追客赶客的违法人员
一律从严打击，全力维护好张家界西站广
场秩序管理重任，致力于为市民游客提供

更贴心、安心的服务。
该派出所新址的落成，极大地改善了

民警、辅警的办公和生活环境。 该所将以
新址搬迁为新起点，凝心聚力、团结协作，
把握新的发展机遇，以更加高昂饱满的热
情和斗志、 更加扎实过硬的技能和本领、
更加顽强拼搏的作风和精神，展现好永定
公安队伍形象， 全力守护辖区百姓平安、
坚决维护张家界旅游品牌形象。

永定公安广场派出所完成整体搬迁

揭牌仪式现场。

工作人员将收缴来的非法捕捞网具予以销毁。

永定区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谷
佶晖（右），分局党委副书记、政委潘勇为广场
派出所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