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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7 日晚， 省网岭监狱邀请攸县
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第七执勤中队 ，联
合开展督导检查集中整治酒驾醉驾专项
行动。 18 时，督察人员兵分两路，采取定
点检查的方式， 分别在监狱机关大院和
监管区与网酒公路的交汇处设置检查
点， 利用酒精检测仪对过往的车辆驾
驶 人 进 行 严 格 的 酒 精 检 测 和 其 他 交
通违法行为查处，做到不漏一人、不漏一
车 。

督查过程中， 第七执勤中队中队长
陈刚对不文明驾驶摩托车行为进行现场
纠错，劝导大家文明驾驶。 省网岭监狱督
查大队大队长谭和平一边检测一边宣讲
酒后开车的危害性， 警示大家要严格遵
守交通规则。

随后， 该狱督察大队和政治处工作
人员来到监管区 AB 门外， 对晚值班进
监警察进行酒精检测， 督促所有执勤警
察做到工作日不饮酒，饮酒不进监。 此次
专项行动共出警 11 人，检测车辆 38 辆，
没有发现酒驾醉驾及其他交通违法行
为。

“从督察总体情况来看，广大警察职
工能够充分认识到酒驾醉驾的危害性 ，
做到文明出行，平安出行，整治活动达到
了预期效果。 ”省网岭监狱党委副书记、
政委文学介绍， 对辖区内的来往车辆逐
一检查，面对面宣传教育，讲解酒后驾驶
的处罚方式以及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目的是提醒驾驶人筑牢思想防线， 坚决
做到对酒后驾驶的“零容忍 ”，切实加强
对警察职工 “八小时以外” 的监督与管
理。

据了解，当日上午，该监狱还组织召
开教育整顿征求意见第二次座谈会，邀

请了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驻狱武警代
表，公、检、法单位代表 、社区代表 、执法
监督员参加，广泛听取意见，主动接受监
督， 以开门搞整顿的方式推动查纠整改
向纵深推进。

省网岭监狱党委书记 、 监狱长卢
先钰围绕参会代表对项目建设推进 、
交通安全教育 、社区业务对接等方面
所提的意见建议 ，认真进行了分析和
梳 理 ，他表示将切实加强整改 ，全面塑
造 监 狱 机 关 优 良 政 治 生 态 和 社 会 形
象， 为确保一方平安稳定和谐作出新贡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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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双峰县印塘乡建档立卡贫困
户李某历经两年， 经过 2 次责任认定、2
次鉴定、2 次开庭，终于拿回了部分赔偿
23.98 万元。 在法律援助律师指导签完调
解书的那一刻， 这个因交通事故导致一
级伤残生活无法自理的家庭顶梁柱 ，不
禁泪流满面。

自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 ，双
峰县司法局始终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作
为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重要内容并
贯穿全过程， 教育引导全体司法行政人
员立足职能职责，践行司法为民的宗旨，
从特殊群体入手，从具体工作抓起，积极
主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真正做到惠
民生、暖民心、解民忧，维民权，全县司法
行政人员共为群众办理实事 260 余件。

为95岁抗美援朝老兵上门办理公证
50 多岁的儿子千里之外遭遇交通

事故身亡，95 岁高龄父亲悲伤之下卧床
不起。

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一边是要及
时处理善后事宜， 一边是无法亲自前往
县公证处办理公证。 3 月 25 日，荷叶镇
白泥村抗美援朝老兵贺老， 紧急让孙子
来到公证处咨询。

公证处工作人员李映红得知消息
后，立刻为贺老开启“绿色通道”，秉着急
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当天中午便前
往 40 多公里之外的荷叶镇为其上门办
理委托公证和亲属关系公证。

临走时，贺老年近 90 岁的妻子彭某
某颤抖地紧紧握住李映红的手， 感谢他
们主动上门解决燃眉之急。

这是双峰县司法局把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成果转为为民办实事的工作成果的
又一次写照。

“我为群众办实事 ”活动开展以来 ，
县司法局建立了全县特殊人群法律援助
电子数据库和纸质台账， 将全县 1.5 万
余户低保户 、1.9 万余名残疾人 、4000 多
户五保户以及 8175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等都纳入了数据库，并依托 16 个法律援
助站建立了全县乡镇街道数据库， 确保

全县特殊人群及时享受法律援助服务。
同时，简化法律援助申请手续，主动

延伸服务职能 ，全县 16 个乡镇 （街道 ）、
523 个村的公共法律服务点安排律师定
时值班，现场解决群众的法律咨询，真正
将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确保每一
名群众都能享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据统计， 自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
以来，双峰县司法局共办理法律帮助 161
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64 件，解答咨
询 806 人次，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 600
多万元。 办理公证事项 100 件，接受群众
公证咨询来访 150 余人次。

重点人员管教坚持宽严相济
3 月 9 日凌晨 5 时许，沉睡中的走马

街司法所所长朱央尖手机响了起来。 按
下接听键， 不等朱所长开口便听到听筒
内传来一阵阵风吹的“忽忽”声。

“朱所长 ，生活过不下去了……”电
话的另一端，是该镇社区矫正对象王某。
他告诉朱所长，现在正在自家 4 楼楼顶，
觉得活着没有意思。

朱央尖马上随手穿上衣服， 和矫正
专干一起赶往王某家中。 来到 ４ 楼，只见
王某满身是灰，两眼无神，整个人都充满
着颓废之感。 朱央尖站到王某身边慢慢
开导，最终将王某带下了楼。

“真不知道如果当时去慢了，后果会
怎样？ ”朱央尖一刻也不敢耽搁，他当即
为王某制定全新社区矫正方案， 请求专
业心理咨询师介入，建立心理档案，重点
跟踪服务，直至王某情绪基本稳定。

针对社区矫正对象这一特殊群体 ，
双峰县司法局严格落实 “日定位、 周听
声 、月见面 ”制度 ，开展社区矫正 “大走
访、大排查 ”，跟踪了解社区矫正对象思
想动态和现实表现，第一时间察觉、反馈
人员异动，并做好应急预案。

针对家庭生活困难的社区矫正对
象， 司法局协同县民政局为他们解决困
难生活补助；针对因路途遥远、出行不便
等原因无法探监的服刑人员家属， 司法
局充分发挥远程视频探监系统作用 ，实
现“云上探监”。

3 月份以来， 双峰县司法局为群众

组织远程视频会见 31 人次；开展集中心
理辅导 70 多人次，个案疏导 18 人次。

矛盾纠纷调处 267 起
“要不是他们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

现在肯定还是剑拔弩张的状态。 ”谈起夫
妻之间频繁发生的矛盾， 永丰街道贺某
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因与妻子婚后家庭生活矛盾频发 ，
贺某 3 月 26 日到司法所申请调解离婚。
在听完他们的情况介绍后， 司法所工人
员认为双方并未到离婚的地步。 便从建
家的不容易到夫妻相处的艺术， 苦口婆
心地做双方的工作， 终于使夫妻双方放
下成见，重归于好。

4 月 9 日，双峰县司法局以“迎建党
百年，护和谐稳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
项活动为契机，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矛
盾纠纷大排查，积极化解相邻纠纷、人身
损害赔偿等各类纠纷， 使一批困绕群众
的烦心事得以妥善解决。

4 月 15 日， 三塘铺镇的邓某在为甘
棠镇的刘某家建房时发生意外， 不幸身
亡， 双方为赔偿问题申请甘棠司法所调
解。 通过工作人员 3 天 3 夜的连轴式调
解， 最终使邓某家属获赔 40 余万元，一
场可能引发的家族式械斗就地平息。

双峰县司法局坚持将矛盾纠纷化解
作为一项全面的基础工作来抓， 县一级
坚持每月调度、分析、研判、交办，全县矛
盾纠纷发案数持续下降，从每年 6000 余
件下降至不足 3000 件，矛盾纠纷调解成
功率不断上升，达 99%以上，大部份矛盾
化解在镇、 村两级。 自教育整顿开展以
来 ,县 、乡 、村三级调委会共调处各类矛
盾纠纷 267 起。

此外， 该局以群众对法律的需求为
导向， 有针对性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
宣传活动，实行“面对面”宣传，“点对点”
普法，引导广大群众尊法、守法、知法、懂
法、用法，树立良好法治思想和理念。

据了解，从 4 月 20 日开始，全县 80
余名司法行政人员赴 60 余个村开展“千
名干警进万家，守护群众钱袋子”大型反
诈防骗宣传，向群众介绍 “电诈”的新花
样，教他们如何有效防范，确保群众的财
产安全和合法权益。

让每一名群众享受法律的公平正义
双峰县司法局立足职能办好群众事

上门为抗美援朝老兵办理公证手续。

对酒驾醉驾说“不”
省网岭监狱开门搞整顿纵深推进查纠整改

■我为群众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