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邀调解员线上调解信用卡纠纷案件。

本报讯(通讯员 周雯迪)近
日， 湖南省金融消费纠纷人民
调解委员会永州市工作室双牌
县工作组-双牌县法院驻双牌
农商行信用卡（金融）纠纷诉源
治理工作站， 在双牌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业务楼
内正式成立。 双牌县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谢琼，中国人民银行
双牌支行党组书记、行长杨辉，
湖南双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金太山， 共同为
工作站揭牌。

这是永州市首家针对信用
卡（金融）纠纷设立的专项诉源
治理工作站， 由双牌县人民法
院、中国人民银行双牌支行、湖
南双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共同建设，共同管理。 通过
法院、金融机构、行业专业化调
解组织三方联动化解金融类矛
盾纠纷，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
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也是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生动

体现。
揭牌仪式后， 湖南省金融

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永州
市工作室双牌县工作组的 1 名
特邀调解员， 对双牌法院通过
法院调解平台“总对总”推送的
4 起信用卡纠纷，依托新成立的
信用卡（金融）纠纷诉源治理工
作站成功进行线上调解和面对
面调解， 双牌法院诉讼服务中
心的两名干警对调解全过程进
行现场指导和协助， 最终促成

调解协议的现场达成。
下一步 ， 双牌县法院将继

续践行司法为民宗旨， 继续采
取“行业诉前调解”+“一键式司
法确认”模式，充分发挥法院调
解平台音视频远程调解功能 ，
进一步加强诉调对接， 从源头
上减少信用卡、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等案件增量， 助力金融行
业健康发展， 共同维护和优化
双牌县金融行业法治化营商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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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双牌金融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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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伍雯婧）
日前，永州市中级法院出台《关
于护航企业发展， 持续优化法
治 化 营 商 环 境 的 若 干 措 施 》
（以下简 称 《措 施 》），提 出 13
项具体举措 ， 内容涵盖助企
纾 困 、善 意 执 行 、破 产 重 整 、
整治妨碍民事诉讼行为等多
个方面 ， 助力全市营商环境
优化升级 。

《措施 》要求 ，全市法院要

通过深化一站式诉讼服务建
设、多元化解涉企纠纷、加强市
场主体统一平等保护、 贯彻善
意文明司法理念、 完善涉企案
件经济影响评估制度、 提升案
件审判质效、 搭建金融案件高
效解纷平台、 提高破产财产清
偿率、 坚持保护劳动者合法权
益和维护企业生产发展并重 、
主动开展精准司法服务、 开展
妨 害 民 事 诉 讼 专 项 整 治 行

动 、 依法兑现市场主体胜诉
权益和加大营商环境司法保
障 工 作 宣 传 力 度 等 举 措 ，有
力 发 挥 司 法 保 障 护 航 作 用 ，
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落
实落地落细 。

近年来， 永州中院坚持以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 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以及
上级法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
部署要求， 秉承服务企业健康

发展的理念， 聚焦企业发展的
难点 、堵点 、痛点 ，找准司法服
务优化营商环境的切入点 、着
力点、结合点，充分发挥审判职
能，成功审结万和天福、虹森公
司等破产清算重整案， 盘活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湖南希尔天
然药业公司、 新能源企业永州
华威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等
一批企业 ， 着力营造稳定 、公
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

环境。 随着《措施》的出台，全市
两级法院将进一步扛牢优化营
商环境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
以更高的站位，更实的举措，更
大的作为，为全面落实“三高四
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服务
保障永州 “三区两城”“一核两
轴三圈”战略目标，打造一流营
商环境、 实现永州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司法服务
和保障。

13 项举措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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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冯涛
卢旭 杨靖 ）“通过家庭助
廉活动， 我对传承良好家
风、 建设廉洁家庭有了更
深刻地认识。今后，我将争
做一名称职的 ‘廉内助’，
管好自己、管好枕边人、管
好身边人， 共同营造清正
廉洁的检察环境……”在
参加道县检察院组织的家
庭助廉活动时检察干警家
属余海花深情地倾诉。

为充分发挥家庭在党
风廉政建设中的作用 ，筑
牢干警职工拒腐防变的思
想防线， 营造检察工作高
质量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环境。 9 月 15 日，道
县检察院开展以 “传承良
好家风，建设廉洁家庭”为
主题的家庭助廉系列活
动。

争做“廉内助”集体签
名。 该院组织干警家属在
印有“传承良好家风，建设
廉洁家庭” 的廉洁司法集
体签名展板上签下自己的
名字， 代表干警家庭向组
织承诺、向社会宣誓，守好
幸福门、管好美满家，当好
家庭 “廉内助 ”、管好干警
“大后方”， 切实增强干警
及家属的勤政廉洁意识。

签订家 庭 助廉 承 诺
书。家属代表当场签订《道
县人民检察院干部职工家
属助廉、 保廉、 促廉承诺
书》，共同倡议家庭成员都
要积极参与到 “传承良好
家风，建设廉洁家庭”活动
中来， 发挥亲情感化教育
在促进以廉养家的作用 ，
引导和激励家属弘扬廉洁
家风、建设廉洁家庭。

举办 家 庭 助廉 座 谈
会。 院班子成员同与会家
属畅所欲言、共话“家廉”，
不仅充分调动了干警家属
支持、 参与家庭助廉活动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也让
家属深刻领会应如何做好
“廉内助”、 如何更好地支
持和督促配偶廉洁从检 ，
真正当好幸福家庭的守护
者、建设者、护航者。

开展 家 属 开放 日 活
动。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曲军带领干警家属一起参
观院检察听证室、 未成年
人一站式关爱中心、 司法
警察训练室、 执法办案区
等检察场所， 让大家更加
直接深入地了解检察工
作， 感受身为检察干警家
属既无比自豪、充满信心，
又使命神圣、责任重大。

曲军在活动中强调 ，
检察干警家属要树立 “以
德治家、以廉护家、文明立
家” 的理念， 当好 “廉内
助 ”，充分发挥 “八小时以
外”的监督作用；要常吹家
庭廉政风、 管好家庭廉政
账，当好“守护神”，及时提
醒家人洁身自好； 要注重
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
风，管好“内务”，努力营造
温馨、愉快的家庭氛围，增
强家庭的亲和力、吸引力。

活动结束后家属们纷
纷表示， 此次活动生动而
直接、针对性和实效性强，
机会难得且意义深远 ，今
后一定要加强廉洁家风建
设 ，防微杜渐 、拒腐防变 ，
当好家庭廉内助、 把好家
庭廉政关、 走好家庭幸福
路。

当好廉内助 传承好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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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流社会治理助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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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朱莉）9 月
18 日下午， 祁阳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试点省验收暨平安建设
（综治民调）工作会议召开。 祁
阳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章乐
主持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公安
局长秦波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上级相关文件
精神， 并就迎接创建全国市域
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地区工作
省验收进行了安排部署， 要求
全力以赴做好当前市域创建和
当前平安建设工作。

会议强调，要认清形势，站
位务必再提升， 认识务必再强
化。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
指示精神，切实增强责任感，自
觉统筹发展和安全， 全面推进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平安祁

阳建设， 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
境。

要认真对待， 任务务必再
聚焦，落实力度务必再加大。 当
前，试点工作的任务已经明确，
验收在即，各单位要聚焦“作示
范 ，勇争先 ”的目标定位 ，强化
“首试必成 ”的使命担当 ，埋头
苦干、奋勇争先，努力以一流社
会治理保障祁阳在新时代高质
量发展中助力。

要认真准备， 要求务必再
严格，短板务必再补强。 要以更
严的举措、更严的标准、更严的
要求、更严的作风，对照上级要
求做到举一反三，查缺补漏，倒
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各项工
作落实到位。

要认真对接， 措施务必再

精准，作风必须再扎实。各镇(街
道)政法委员和相关成员单位要
主动扛起职责，以扎实的作风、
有力的举措， 切实把平安建设
各项工作做深入、做细致、做精
准、做到位，确保平安建设工作
顺利推进。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及
时上报相关数据，特别是所取得的
成效、经验做法、工作亮点。

要认真考核， 责任务必再
压实、合力务必再凝聚。 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和平安建设
工作是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社
会和谐稳定、 人民安居乐业的
重大政治任务，没有旁观者、没
有局外人，大家都是执行者、都
是落实者。 各部门要坚持守土
有责 、守土负责 、守土尽责 ，以
实干实绩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