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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委政法委
咸 宁 日 报 社联合主办法治咸宁

本报讯 通讯员佘建兰报道: 3月
3日至4日，省高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
任程宝清一行深入咸宁中院和崇阳县、
赤壁市法院调研指导司改工作，详细了
解试点工作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现
场为基层法官答疑解惑。

在听取咸宁两级法院司改试点工作
情况汇报后，程宝清充分肯定了咸宁法
院取得的各项成绩。他说，近年来，咸宁
法院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认
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充分发
挥审判职能，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
工作主线，审理了“1·10”专案等一批大
要案件，创造了咸宁经验，打造了咸宁品
牌，为湖北法院争得了荣誉。同时，在当
地党委和政法委的坚强领导下，法院司
改试点工作推进总体平稳，审判工作、队

伍建设、司法改革等各项工作呈现出齐
头并进的良好态势。

座谈会上，程宝清还同与会干警就
司改中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交
流。他强调，要牢牢把握司法改革的工
作目标和正确方向，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将司法改革积极推向深入；要紧紧围绕
中心和大局，充分发挥审判职能，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要准确吃透司改精神，
把握好司法责任制、员额制等重点和难
点，充分调动法官积极性，完善审判运行
机制，进一步提升审判质效；要坚定改革
信心，保持政治定力，抓紧推进人员分类
定岗和管理；要把公正司法摆在首要位
置，抓好班子、带好队伍，不断提高司法公
信力，希望咸宁两级法院在司改中大胆
探索，为全省试点工作贡献新鲜经验。

本报讯 通讯员佘建兰报道: 3月
7日下午，市中院机关组织开展了2016
年第三期“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
以支部为单位进行了集中学习，不断深
化推进“主题党日+”活动，全面落实从
严治党要求。

强化一岗双责，当好表率。中院党
组书记、院长刘太平以普通党员身份参
加所在支部的学习讨论，还亲自督查指
导，带领机关党办、监察处等相关部门同
志到各会场对参加支部学习的人员到会

情况逐一进行检查，并对检查情况进行
了通报，要求各支部书记要切实履行“一
岗双责”的主体责任，守纪律讲规矩，把
会风作为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和党支部建
设的重要内容抓紧抓好。各支部均安排
专人负责党员签到，做好会议记录，建好
资料台帐。

落实规定动作，步调一致。机关各
支部认真组织学习2016年第三期“主题
党日+”学习资料和市委书记李建明的
重要讲话。在会场醒目处悬挂党旗和入

党誓词，党员佩戴党徽，营造了浓厚的学
习氛围。全体干警通过集体诵读党章、
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组
织原则、组织制度和党员权利义务的理
解，进一步增强了党员的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自觉做清醒
人、明白人、局中人，时刻牢记党的宗旨，
立足本职公正司法。

做实“+”字文章，扩大效果。各支
部在提高广大党员政治理论水平的同
时，注重加强业务学习，提升司法能力

和水平。刑庭所在支部学习新出台的
《刑法修正案（九）》及相关司法解释；民
庭所在支部集中学习了新颁布的《民间
借贷法》司法解释；立案庭所在支部学
习立案登记制改革的相关文件；政治部
所在支部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通过组织政治理论和业务学
习，积极探索建设学习型、创新型党组
织，真正实现以党建带队建、以队建促
审判的目的。

本报讯 通讯员陈继井、阮兰琦报
道:3月7日下午，通山法院机关50余名
党员举行“主题党日+”活动集中学习
会。

院机关总支书记华先江主持领学县
委印发的《“主题党日+”活动2016年第
三期学习资料》。在庄严的党旗下，全体
党员还重温了入党誓词。

3月7日，通山县人民法院联合县妇联深入通羊镇新城社区，开展《反对家庭暴
力，创建平安家庭》主题法制宣传活动，引导妇女正确预防、抵制家庭暴力。

通讯员 陈继井 徐爱华 阮兰琦 摄

通山法院举办“主题党日+”活动集中学习会

本报讯 通讯员佘建兰报道：咸安
区人民法院在“两节”期间，坚持强化执
行措施，综合运用各种执行强制手段，
集中开展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行动，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该
院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2016年2月
止，共执结各类涉民生案件79件，执行
到位标的额1057.7万元，司法救助50
人，救助金额120万元。

多管齐下，用好组合拳。建立涉民
生案件绿色通道，对涉民生案件确保优
先受理，优先审结，优先执行。在执行
方法上，除运用传统的查询、冻结、扣划
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查询、扣押被执
行人的财产等外，还充分运用财产申报
制、公开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
出入境、限制高消费、运用拘留、追究拒
执罪等措施，对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
和法律威慑，督促被执行人履行债务。
在集中开展专项执行活动中，该院先后
在咸宁新闻网等媒体发布失信被执行
人信息364条，运用公安机关“大情报系
统”先后将36名被执行人交公安机关监
控，并拘留6名拒执被执行人。对拒不
申报财产且逃避执行的4个单位的法定
代表人采用司法拘留措施，确保了多起

执行难案得以顺利执行完毕。
雷霆出击，打好攻坚战。执行干警

充分利用元旦、春节回家过年过节的时
机，牺牲休假，不分昼夜蹲守。只要有
被执行人的线索，无论节假日或是白天
黑夜，都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执行，
并成为了一种工作常态。该院元旦、春
节期间共处置过节回家的被执行人39
人，其中19件全部执行完毕，4件被执
行人在无财产情况下将使用的车辆交
法院扣押，10件案件促使双方当事人达
成和解协议，6名被执行人被司法扣留。

科技助力，建好保护网。牢固树立
对涉民生案件债权人实体权利的保护
意识，对被执行人财产坚持应查尽查，
穷追不舍。咸安区法院注重加强网络
查控系统的建设，健全联动机制，积极运
用科技手段查询被执行人财产信息700
余条，划拨67件案件被执行人的银行存
款600余万元，查封房屋24套，扣押车辆
15台，司法拘留35人，尽最大可能保障
了涉民生案件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省高院政治部来咸调研司改工作

市中院构建“主题党日+”活动长效机制

咸安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活动成效显著
执结案件79件 兑现执行标的额1000余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吴红宙报道：近日，市检察院女检察官
深入通城县关刀镇新建村开展帮扶济困送法进乡村活动,
以关爱他人、回报社会的方式庆祝“三八”妇女节。

活动中，女检察官到该村贫困留守妇女家中走访慰
问，为困难家庭赠送了慰问金，给妇女群众发放了《宪
法》、《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书籍资料，集中讲授了题为

“关爱农村妇女，保障妇女权益”的普法课，并就家庭暴
力、婚姻纠纷等大家关心的妇女维权问题进行了现场答
疑解惑。听课的妇女群众纷纷表示：“检察官的课讲得贴
近生活，案子都是发生在身边的事，让我们知道该怎么保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据悉，市检察院历来倡导在女检察官中弘扬自尊、自
信、自立、自强精神，引领她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工
作、无私奉献、创先争优。女检察官们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
时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公益活动，每年都会深入农村看望困
难母亲和儿童，传递爱心与温暖。

嘉鱼检察院法制教育进校园
本报讯 通讯员胡飞、马小青报道：3月7日，嘉鱼县

人民检察院在舒桥中学举行了以“牵手少年、共筑明天”为
主题的法律知识讲座。

检察官通过“校园暴力事件”、“一件琐事引发的惨
案”、“聚众斗殴”等视频资料，剖析了当前中学生违法犯罪
的成因及特点，并结合生活中的典型案例阐述了青少年违
法犯罪对家庭、社会造成的危害，教育学生只有学会宽容，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严于律己，提高法律意识与维权意
识，才能预防各类违法行为的发生。

讲座紧扣主题，案例生动，全面细致，给学生上了一堂
富有教育意义的法制教育课。活动结束后，七年级学生程
冲颇有感触地说：“听了检察官的课，才知道违法、犯罪其
实就在我们身边，以后一定多学法律知识，做一个尊法、学
法、懂法、守法的中学生。”

通山女检察官送温情
本报讯 通讯员王忠辉报道：3月7日一早，通山县人

民检察院女检察官们轻装上路，深入驻点村杨芳林乡郭城
小学和晓泉小学，慰问了4名贫困学生并送上慰问金2000
元。

“回去后，我们将进行爱心募捐活动，为孩子们传递温
情，为困难学生奉献一份爱心。”临走时，该院女检察官们
紧紧握着村干部和老师的手说。

通山检察院为地税干部讲廉政课
本报讯 通讯员王忠辉报道：3月3日，通山县人民检

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程正龙应邀到县地税局开展预
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

讲座以《地税系统如何预防职务犯罪》为题展开，结合
近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阐述了职务犯罪的概念、特点。讲
课内容发人深省，获得了地税资源系统干部职工的欢迎。

3月7日下午，赤壁市司法局全体党员在亿丰社区矫正局开展党日活动。局党组书
记、局长马良为全体党员讲授了“立足新常态、实现新跨越”的党课。通过学习，大家表
示要以更高的要求、更严的标准，认真抓好工作落实。 通讯员 邓玲玲 摄

本报讯 通讯员肖云报道：3月7日，
崇阳县司法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开
展第三期“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该局局长、党组书记金龙国
带领大家重点学习了山西省阳高县龙泉
镇司法所所长李培斌用行动诠释为人民
服务的先进事迹，并要求该局党员干部特
别是司法所所长要主动向李培斌同志学

习，做一名“心中有党、心有大爱、敢于担
当、无私忘我”的司法行政干警。

当日下午，该县司法局机关总支书
记、驻村工作队队长陈建红还带领工作队
成员到驻点村青山镇长坪村开展了长坪
村的“主题党日+”活动，组织该村党员开
展了缴纳党费、诵读党章和研学党规党情
等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毛和平、汪大祥报
道: 3月7日，市司法局以第三期“主题党
日+”活动为契机，成立专班，加强督导，
扎实开展“3+3+3”九项活动取得实效。

新增三项规定动作。在开展“诵读党
章、缴纳党费、研学党规党情”三项规定动
作后，新增三项规定动作：开展组织生活，
组织一次全局党员大会讲授党课。实行
民主议事，对局参与城区棚户区改造及业
务用房建设等事项进行民主讨论。推行
民主公开，通报局党委重大决策、局财务
收支等情况。

开展三项自选动作。举办局新门户网
操作培训。组织全局党员系统培训新的
《司法局门户网》栏目，极大提高了党员在
媒体宣传上的能力。开展“学雷锋”党员志
愿服务活动。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潜山

“法治文化商业街”、滨河西街“法治公园
道”进行清洁大扫除。围绕“建设法治咸宁

巾帼在行动”主题，走进“三万”对口扶贫村
通城县塘湖镇荻田村开展巾帼送法律送关
爱进农村活动。共赠送法律书籍及资料
200余份，现场解答法律咨询36人，切实解
决他们的法律难题；同时对2名贫困留守妇
女开展了走访慰问，送上党的关爱。

落实“三个两”督查。组织上做到“两
个开展”。制定活动方案，明确相关科室
任务和责任，确保活动有序开展；规定“主
题党日+”活动现场摆放党旗、张贴入党
誓词、每名党员佩戴党微、带上党章等“四
个一到位”，确保活动有效开展;督查上做
到“两个严格”。各党支部安排专人负责
签到，严格考勤制度。局专班对局属各级
党组织开展活动情况进行督查，严格情况
通报;台帐上做到“两个规范”。要求局属
各级党组织及时收集整理此次活动台帐
资料、前四次“主题党日+”活动记录等两
项资料内容，做到台帐规范建档。

本报讯 通讯员汪大祥、毛和平报
道:3月9日，市司法局牵头组织市旅游
局、鄂南高中、市中心医院和市实验外国
语学校等5家单位党员志愿者，到温泉办
事处泉塘社区居民点开展“香城义工·红
色情怀”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当日，5家单位20名志愿者围绕“送
法律 送健康”主题开展服务活动。市中
心医院主任医师为社区居民进行妇科疾

病防治相关知识讲座与咨询，市司法局安
排律师为社区居民开展法律咨询和代写
法律文书服务，共发送《乳腺疾病》、《法律
知识读本》等宣传册、资料近500份，现场
咨询服务200余人。

市司法局牵头组织党员志愿者进社区服务

通山县法院开展反家暴法制宣传活动

咸宁法院风采①

咸宁检察风采③

市院女检察官下乡送法慰问

咸宁司法风采①

市司法局“3+3+3”丰富“主题党日+”活动 崇阳司法局开展“主题党日+”学习活动

赤壁司法局举行第三次“主题党日＋”活动

咸安检察院开展党课专题辅导
本报讯 通讯员肖华、刘万教报道：3月7日，咸安区人

民检察院在“主题党日+”活动中邀请区委党校老师余辉作
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解读的专题辅导党课，让全
体党员干警时刻牢记对党的承诺，勇做“忠诚干净担当”的
合格党员。

通城检察院开展“妇女维权周”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吴戈报道：3月5日，通城县人民检察

院女检察官“巾帼志愿者服务队”来到县城银山广场，与县
妇联等单位联合开展以“促进男女平等，维护妇女儿童合法
权益”为主题的“‘三八’妇女维权周”大型宣传咨询活动。

活动中，女检察官向过往群众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
《反家庭暴力法》、《婚姻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
规知识，发放《以案说法——妇女法律知识读本》等法律宣
传资料，面对面接受群众法律咨询，进一步增强了妇女群众
的法律意识和自我维权能力，受到了群众的赞扬。

崇阳女检察官“三八”献爱心
本报讯 通讯员曾皓、宋鹏丽报道：“三八”前夕，崇阳

县人民检察院组织全体女干警深入联系点路口镇团山村走
访、慰问老党员、困难群众。

在党组成员、副检察长丁南山同志的带领下，9名女检
察干警走访慰问了该村钟九云、丁素秋等6户贫困妇女家
庭，并给她们送去了节日的祝福及油米等生活必需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