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咸宁司法风采

本报讯 通讯员朱传亮报道：中秋佳节，通城县
司法局“续辉工作室”却聚集着一群“特殊的家人”。
原来，他们是来向该局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续辉寻求
法律援助的。

这是一起离婚案，续辉了解到她们相关情况后
指出，离婚协议书是当事人患上“精神分裂症”后签
订的，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没有完全行为能力，

故离婚协议书是无效的，鼓励当事人家属保留好证
据，向妇联、民政等部门反映，承诺会最大力度地帮
助他们维护正当权益。

续辉工作室为民众开展法律援助

市司法局召开节前廉政提醒会
本报讯 通讯员王贞元、李朋报道：9月30日，市司法局

召开中秋国庆节前廉政提醒会。
会上，传达学习了《中共咸宁市纪委关于 5起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的通报》和《中共咸宁市纪委
关于印发＜2017 年中秋国庆期间开展“四风”问题监督
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

会议要求全体干警要认真贯彻落中央、省、市关于
中秋国庆期间反“四风”问题的部署，弘扬文明节俭、风
清气正的良好风尚。

本报讯 通讯员李志华报道：今年以来，湖北九
宫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紧紧围绕创建5A景区
为中心，以建设“平安法治九宫”为载体，落实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全面加强社会防控体系建设，
取得了良好成效。

该局从宣传、监控、巡逻等细处入手谋划，通过上
下联动，齐抓共管组建巡防队伍。加快天网工程建
设，投资98万元为重点单位全部安装了监控视频。组
建和培训协警、消防员60人次，各类人员在环境整治、
消防安全、治安巡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重视和加强

“平安工程”、“综治工程”天网工程建设，九宫山风景区
的主要道路、路口、进出治安卡口等部位，基本形成了全
方位监控。今年景区游客量创历史新高，无一例安全事
故、意外事故、交通堵塞事故发生，赢得了广泛赞誉。

该局还把抓好天网工程建设，当做共建法治平安
九宫一项重中之重工作。金家田管理站、石龙沟管理
站运用室外监控系统做好森林防护、旅游安全、综合
治理工作；森林公安分局办案实行室内全程监控，确
保文明执法，实现录像和语音同步摄制，为建设平安
法治九宫，共创美好家园贡献力量。

咸宁法院风采

本报讯 通讯员蒋昊报道：近日，
咸宁市中院通过淘宝网拍卖一宗土地
及地上构建物、附属物成功落槌，整个
拍卖过程共计3141人次围观，高达
3.3亿余元的成交价再次刷新了咸宁
法院系统网络司法拍卖的记录。

据悉，该拍品源于一起委托代建
合同纠纷，湖北某房地产有限公司与
武汉市江夏区某局于2010年签订协
议，拟在江夏区兴建一栋建筑面积约
3.8万平方米的写字楼，由江夏区某局
将该楼全部购买。合同签订后，该房
地产公司依约完成项目投资建设，于
2015年3月竣工。经过多次催告，江
夏区某局迟迟未履行付款义务。同年
6月18日，该房地产公司将江夏区某
局诉至法院。2016年8月，经湖北省
高院审理作出终审判决，由被告江夏
区某局支付购房价款及利息。

由于被告不履行生效判决，2017

年3月24日，此案经湖北省高院指定
到咸宁中院执行。由于涉案标的额巨
大，同时该项目是多方筹资建设，该房
地产公司资金困难，所涉债权人众多，
执行工作难度大。

为确保案件顺利高效执行，咸宁
中院党组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组建专
班，精心制订执行方案并依法查封了登
记在湖北某房地产公司名下江夏区某局
的7760.49平方米土地及地上建筑。执
行法官辗转数地，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
工作，并与该局主管单位和有关政府部
门多次协调，经过不懈努力，促成双方达
成共识，江夏区某局表示同意按生效判
决确定的义务执行，要求法院依法公开
拍卖该标的物。

近日，竞买人武汉市江夏某科技
公司竞得了该标的物，并支付了全部
价款3.3亿余元，至此，这起上级指定
的重大执行案件得到了圆满化解。

市中院最大一笔网络司法拍卖落槌
执行标的物以3.3亿余元价格成交

本报讯 通讯员
陈继井报道：10月4日
晚，由通山县法院联合
厦铺镇政府举办的“喜
迎十九大，唱响脱贫
歌”主题中秋晚会在花
纹泉村文化广场精彩
上演，让村民在家门口
享受到一场精神文化
大餐。

晚会在村民表演
的《打腰鼓》中拉开帷
幕，阵阵鼓声，不仅渲
染了热闹的气氛，而且震撼人心，催人
奋进。一曲《打夯歌》，细数党的惠民
好政策，点赞大家心中的好干部，洋溢
着遇上好时代的自豪与幸福。花纹小
学生表演诵读《论语》，以“不学礼，无
以立”告诫自己要学会为人处事的规
矩，现场展示“礼仪之邦”的书法，引来
长久的喝彩声。充满乡土气息的《三

句半》，道出花纹村村民在县法院、镇
委、镇政府的指导帮助下，齐心协力谋
发展、共同致富奔小康的良好精神状
态。

通山县法院与厦铺镇联办中秋晚会

本报讯 通讯员程远清报道：国庆
长假期间，赤壁市法院组织旅游巡回法
庭，深入赤壁三国古战场景区值班备勤，
确保国庆假期赤壁旅游业和谐运营。

今年4月，赤壁市法院成立旅游巡
回法庭，为快立、快审、快结游客维权及
与旅游相关各类纠纷提供了强有力的组
织保障。9月底，该院研究制定针对国
庆假期旅游旺季的值班备勤措施，下发
做好国庆假期旅游法庭值班方案。10
月2日，院长肖创彬亲临值班点，检查指

导值班备勤工作，要求全体值班人员坚
守岗位，及时调处旅游纠纷，维护旅游秩
序。

为给游客提供高质量的旅游法律服
务，赤壁市法院联手市旅游局对旅游从
业人员进行相关法律业务知识的培训，
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和服务意识，同时
将旅游法庭工作人员电话告知辖区所有
景区工作人员和旅游从业人员，确保出
现纠纷时能在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
介入化解。

赤壁市法院旅游巡回法庭深入景区值班备勤

本报讯 通讯员程隽报道：近日，通
城县法院将被执行人抵押给申请执行人
的一家门店进行了网络司法拍卖，并将
店内物品强制搬出，切实维护了申请执
行人的合法权益。

2014年6月，被执行人周某某以自
己的门店作抵押向申请执行人张某某借
款10万元，约定月利息2.5%，偿还时间
为一年。起初，周某某还按约定偿还了
三个月的利息，但之后再未偿还，张某某
多次催讨无果，且在催讨时与周某某失
去了联系。2015年7月，张某某诉至县
法院，该院判决由周某某向张某某偿还
借款本金10万元及借款利息。

判决生效后，周某某并未按判决书

履行义务，且依旧音讯全无，2016年5
月，张某某向通城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该院了解到周某
某除抵押的门店外，无其他可供执行的
财产，故决定对门店进行查封及财产评
估，评估后进行网络司法拍卖。

2017年9月，自然人卢某某从淘宝
网上竞买成功。9月 27日，在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当地派出所、镇政府、公
证处及街道办所派人员的监督下，该院
执行局负责人吴强带领全体执行干警
在法警大队的协助下强行将门店打
开。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该院执行
局将处置完毕的门店交到了卢某某手
中，此案顺利执结。

通城县法院切实维护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

本报讯 通讯员邓丹报道：嘉鱼一
男子虚假售车，先后共骗取对方2.2万
元后销声匿迹，最终以诈骗罪被告上法
庭。

2016年 11月，嘉鱼县居民刘某欲
购买一辆重型牵引货车，经人介绍结识
了在某汽车贸易公司工作的聂某。经交
谈，聂某答应帮忙购车，并谈好购车价
格。

2017年，聂某先后两次以购车的名
义要求刘某从微信上给其转帐共2万
元，又过不久，聂某来到嘉鱼县与刘某签

订了虚假的购车协议。后又以提车需要
费用为由，再次要求刘某通过微信向其
支付了现金2000元。

以上款项均由聂某自己予以挥霍。
此后，聂某关闭所有通讯联系。刘某无
奈报案要求公安机关将聂某抓捕。

经调查取证，嘉鱼法院认为，被告人
聂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他人钱财，
数额较大，公诉机关指控其犯诈骗的事
实成立，其行为构成诈骗罪。最终判处
聂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
万元。

嘉鱼一男子因微信诈骗被判刑

咸宁检察风采

本报讯 通讯员杜小虎、李蔓报
道：9月30日，市检察院检察长罗堂庆
主持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专
题学习中央、省委、市委和高检院、省院
关于落实意识形态主体责任制相关要
求。市检察院班子成员、检委会专职委
员及各内设机构负责人参加学习会。

罗堂庆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
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

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全市检察机关要
提高政治站位，旗帜鲜明地拥护党中央
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决策，深入贯
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部署要求；
要切实肩负起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责
任，院班子成员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
各内设机构负责人各负其责，严格落实

“一岗双责”要求，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
一线，带头管阵地、把导向、强队伍；要突

出工作重点，注重深化融入结合，将意识
形态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检察业务工
作、队伍建设工作全面结合起来，为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
境，为咸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司法
保障。

会上还学习了市委五届二次全会精
神及省院、市委关于十九大、国庆期间维
稳安保工作相关要求，并就进一步加强

十九大、国庆期间涉检信访维稳工作作
了部署。部分党组中心组学习成员结合
本职工作围绕落实意识形态主体责任制
作了主题发言。

市检察院贯彻落实意识形态主体责任

市检察院积极落实省人大代表建议
本报讯 通讯员陈亮报道：“市检察

院落实建议有数据、有案件、有成效，作
为省人大代表，我十分满意。”9月20日，
省人大代表、共青团通山县委副书记肖
燕应邀参加省检察院、省教育厅、共青团
湖北省委联合举办的全省“法治进校园”
推进会后，对市检察院征求她对咸宁检
察工作和联络工作的建议与意见时，作
了这番表态。

在2017年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
上，肖燕对检察工作提出了“加大法律宣

传进一步做好挽救失足青少年的工作”
和“进一步加大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力度”
等两条建议，被省检察院转交市检察院
办理。

“进一步加大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力
度”的建议市检察院承办后，市检察院高
度重视。6月14日，市检察院、通山县院
负责联络工作的两位同志专程到团通山
县委，面对面地向肖燕反馈全省检察机
关今年以来开展“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
色发展”专项监督工作情况和市检察院

落实建议的三条意见措施，征求其意见
与建议。

此前，4月份，市检察院邀请肖燕参
加最高检举办的“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
咸宁站活动。肖燕对市检察院落实建议
的力度给予充分肯定。

据悉，2016年 6月至2017年 5月，
全省检察机关“法治进校园”活动共开
展巡讲700余场次，覆盖近650余所学
校和85万名在校学生。其中，咸宁检
察机关开展巡讲27场次，覆盖38所学

校和 13 万名在校学生。今年 3 月以
来，咸宁市检察机关共立办破坏环境领
域职务犯罪案件13件14人；批准逮捕
盗伐林木、污染环境等犯罪案件7件9
人、起诉 64件 79人；办理生态环境资
源领域行政公益诉讼案件8件，发出民
事公益诉前公告4件。其中，通山县院
依法追捕一起严重污染环境犯罪案中
三名漏犯案件成功入选湖北检察机关

“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十个
典型案例。

九宫山加快天网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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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咸宁

崇阳县烟草局连查2起万元涉烟案
本报讯 通讯员王锐报道：近日，崇阳县烟草局连续两

次现场查获违法卷烟34条，案值2.34万元。
9月22日上午，崇阳县烟草局专卖执法人员会同公安执

法人员依法对崇阳县城区零售户丁某的经营门店实施检查，
现场查获违法销售的2个品规的卷烟20条，案值1.25万元。

9月22日下午，崇阳县烟草局专卖执法人员会同公安执
法人员依法对崇阳县城区零售户赖某的经营门店实施检查，
现场查获违法销售的2个品规的卷烟14条，案值1.09万元。

目前，上述两起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之中。

嘉鱼县规范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李琴报道：日前，嘉鱼县委法治办、县政

府法制办联合出台规范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意
见。这是继副县长陈勇章、余忠东等出庭应诉后，该县推动
行政机关负责人主动出庭应诉的又一举措。

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提
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严的要求，嘉鱼县在今后将继续做好负
责人出庭应诉工作，以实际行动推进依法行政的落实。

通山整治危险化学品及寄递物流业
本报讯 通讯员柯国强报道：日前，通山县公安局开展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和寄递物流业专项检查整治行动，取得了
良好成效。

据了解，此次专项检查整治行动以治安大队为主，出动
精干警力30人，分成2个工作专班，对全县医院、学校、药店
等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和16家寄递物流业进行全面
检查整治。行动中，检查民警以“五查”（查制度、查设施、查
物品、查手续、查人员）为重点，全面清理排查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寄递物流业可能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

据统计，此次专项检查行动共下发整改通知书4份，协同
交通部门对34家物流货车超载依法作出处罚决定，利用寄递
业破获贩卖毒品案件1起，抓获涉毒嫌疑人1名，破获涉枪案
件1起，刑事拘留2人。

市公安局开展打击传销专项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严月华报道：近期，市公安局扎实开展

打击整治传销专项行动，取得明显成效。
共出动警力350人次，清查出租屋、城区小旅馆220余

处，捣毁传销窝点2处，遣散传销人员26人，办结传销案件2
起，发放打击防范传销宣传手册1000份。

该局以强化出租房屋管理为突破口，组织专班警力，上
门开展滚动式、地毯式清查，通过开展调查摸底工作，梳理线
索，全面掌握辖区内传销组织和传销窝点分布情况。在全面
摸排的基础上，以乡镇为单位，集中警力和工商等行政执法
力量，组织集中清剿行动，依法取缔传销组织，铲除窝点，抓
捕传销组织的组织领导人员和骨干分子。

省高院来咸宁督导信访维稳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蒋昊报道：10月11日，省高院党组副书
记、副院长田昌兵一行四人到咸宁两级法院调研指导工作，
对涉诉信访维稳、安保和执行工作进行检查督办，并实地察
看市中院诉讼服务中心、执行指挥中心和咸安法院、嘉鱼法
院等。

在执行指挥中心，督查组详细了解信息化建设、队伍建
设、积案清理化解、执行宣传报道等方面工作情况，并对执行
指挥、案件管理、网络查控系统等进行现场演练。田昌兵对
市中院执行工作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咸宁中院执行指挥中心
硬件设施建设属全省一流，希望咸宁中院充分发挥执行指挥
中心功能作用，进一步提升执行质效，扩大执行战果。

座谈会上，督查组听取了市中院关于当前信访维稳及安
保工作情况汇报，查阅了相关台账资料，通报了对咸安法院、
嘉鱼法院信访安保工作明察暗访情况，并就9件重点涉诉信
访案件的稳控和化解措施进行了专题研究。

田昌兵充分肯定咸宁两级法院信访维稳工作，并对如何
做好党的十九大期间信访维稳工作提出五点要求，一是要再
动员再部署，以决战决胜的姿态，全力以赴做好党的十九大
期间信访维稳和安保工作。二是要从严从细抓好各项工作，
以求真务实的态度确保每项措施落地见效。三是要深入排
查矛盾隐患，落实包保领导和包保责任人，密切掌握动态，
加大对重点信访人员的吸附稳控及化解力度。四是要严
格规范机关安全管理,加强院内巡逻、值守，安检既要严
格，又要规范平和。五是认真落实风险评估机制，制定应急
预案并加强演练，强化舆情应对和风险管控，全力确保“五个
不发生”工作目标，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创造和谐稳定的
社会环境。

赤壁律师模拟法庭以案说法
本报讯 通讯员刘少华报道：9月26日，省公安法制干警

培训班举办的行政案件模拟法庭在武汉中南花园举办。湖北
赤壁金竹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孝风有幸受邀为本次模拟法庭活
动提供案例编辑、全程现场导演服务，参与以案释法。

此次模拟开庭不仅给了学员们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让
每一位选手都能从自身专业的角度出发，丰富对法律的理解，
还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让每一位公安法制干警都
能通过此次比赛，在实践中增强专业技能和思辨能力，更加坚
定法律人的信念，为法律职业实践奠定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