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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江西省抚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与抚州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出台

《关于加强协作共同促进全市旅游业健
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就建立旅游纠纷处
置协作机制，及时快捷化解此类纠纷提
出明确要求。

《意见》提出，各县 （区） 旅游主
管部门和景区管理机构根据旅游景区实

际情况和旅游纠纷审判工作需要，为法
院调查取证、调解、审判、执行工作提
供必要协助。旅游主管部门接到投诉，
对调解不成的，引导当事人向基层人民

法院起诉。
《意见》要求，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以及游客集散中心等游客集中的场所，
鼓励设立旅游法庭；暂不具备条件的地

方，设立旅游巡回审判点。旅游法庭及
旅游巡回审判点应根据旅游景区的客
流量分布、淡旺季等情况，实行定点定
期定员值班制度。旅游纠纷应依法快
立、快审、快结。落实立案登记制，视情
受理口头起诉，积极运用小额诉讼程序
或简化程序，实现速审速裁，尽量做到
即时履行。 （黄慧群 元春华）

抚州出台意见快捷化解旅游纠纷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人民法院依法对一起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案进行先予执行，保障了该县“110KV丹入（古零）线路工程”项目的顺利开
展。该院干警一共清点了4辆卡车约15吨的材料，并将材料移交给原告，解决
了原告生产经营的燃眉之急。图为该院干警与当事人在清点材料准备装车。

曾海丹 陆 莎 摄

【河南获嘉县法院】

重拳出击破解执行难

三十年后再伸援手重现鱼水情
——湖南炎陵县法院退伍老兵为民服务小记

侯敏娜 艾 菁 华 山

“王哥，赵老板的赔偿款已全都到
位了……有了这笔钱，我老公的治疗
有着落了，谢谢你们……30 年了，你
们这些老兵还在帮我们……”电话里
传来哽咽声。7月26日一早，湖南省
炎陵县人民法院的王勇辉就接到了来
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的电话。

打电话的仫佬族妇女叫罗霞，她
为何要感谢千里之外的汉族老兵？这
事还得从30年前说起。

群众危难时，有咱子弟兵

1985 年 7 月初，大雨如注。在广
西罗城服役的王勇辉等接到命令：速
去解救被洪水围困的罗城一中师生。
原来连日来因遭大暴雨袭击，造成山
体滑坡并导致境内武阳江、东小江水
位猛涨。眼下洪水已漫过河堤，包围
了学校，没来得及撤退的师生被洪水
包围。王勇辉与邱许艰、罗永宏、黄建
文等战友驾冲锋舟刚冲进一中，就见
校园围墙晃了几下塌了，大水“哗”的
一下汹涌冲进校园，眨眼间水已漫至
膝盖处。

战士们背上同学们就往外冲，混
乱中王勇辉与罗永宏踩入沟渠受伤，
跌倒在洪水里，爬起来忍痛把罗霞、小
芳和阿莲等同学背到冲锋舟上。事后
检查：王勇辉左足第二至第四跖骨断
裂，罗永宏右小腿骨折。住院期间，罗
霞、小芳和阿莲每逢周日就会带上鸡
蛋、凉面和水果，一趟趟地翻越崎岖山
路赶到医院看望王勇辉、罗永宏等受
伤的战士，还抢着将沾满泥浆的迷彩
服拿去洗，直到他们伤愈出院后，仍与

“兵哥哥”们保持联系。
后来罗霞上山砍柴时因被毒虫叮

咬导致内脏功能衰竭，生命垂危，急需
大量输血抢救。王勇辉和战友们连夜
赶往医院献血救人。以后的岁月里，

罗永宏、黄建文分别娶了小芳和阿
莲，成了仫佬族人的女婿。

老兵再伸援手，重现鱼水情

退伍后，王勇辉来到湖南省炎陵
县法院工作，一晃30年过去了。今年

“八一”前夕，在当年战友陈远高的召
集下，王勇辉、邱许艰等战友们再聚
罗城，重访仫佬族乡亲。

30年后与当年的“兵哥哥”再见，
罗霞等仫佬族群众分外高兴。罗霞
至今还记得当年那场大水：“……洪
水‘哗’的一下就进来了，如果王哥他
们当时慢1分钟，我们早都不在人世
了。”但说起自己丈夫受伤，至今仍追
讨医疗费无门之事，哀愁却笼罩在罗
霞面容上。

原来罗霞丈夫刘某今年受雇施工
期间从二楼坠落，造成腰椎骨折。住院
期间，老板赵某支付了1万元医药费后
便不再过问至今还躺在医院里的刘某，
罗霞多次与赵某协商赔偿事宜却无果，
这让当年的老兵们拍案而起。

王勇辉和已成律师的邱许艰联
手，帮助刘某维权。他俩认真分析了
案情和证据资料后，认为赵某与刘某
是雇佣关系，赵某拿出用以证明他与
刘某是工程分包关系的证据并不成
立，因为协议只有其他木工签字，并
没有刘某的签名。同时他俩也认为
刘某未采取安全措施，亦有一定责
任，但赵某负有主要责任，应承担70%
的责任。经过努力，最终罗霞一家拿
到了赔偿款。

老兵们告别罗城时，罗霞全家有
些不舍。她说儿子今年想去当兵，他
们全家都很支持。她对儿子说：“妈
这条命，是当年子弟兵救的；咱家今
年的官司，是老兵帮着打赢的。你今
年 18，你王叔来罗城当兵时也是 18，
下月又开始征兵了，孩子，你去！”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辉县市某
村的农民杨某等人来到获嘉县人民法
院，感谢法院为他们解决企业拖欠工
资问题。此前，因拖欠杨某等人工资
款的河南某建设公司，在投标过程中，
发现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中，
影响竞标，主动来到法院履行了判决
义务。这是该院执行工作取得阶段性
战果的又一事例。

今年以来，该院高度重视拒执犯罪
的打击工作，依靠党委领导，主动接受
人大监督，用足用活执行措施，打击拒
执犯罪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今年上
半年，该院受理各类执行案件992件，
同比上升了48.73%，执结572件，执结
率57.66%，标的额3890万元，有力地保
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彰显了法律的
尊严和权威。 （王泓毓）

本报讯 今年以来，江苏省盐城
市大丰区人民法院采取多项措施积极
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着力优化外部司
法环境，让司法更加贴近人民群众，
促进法院工作科学发展。

为此，该院积极争取区委、区政
府的支持，定期向人大汇报、向政协
通报法院工作情况，加强和改进审判
执行工作；探索创新与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联络工作机制，充分运用新媒
体资源，深入听取代表、委员意见建
议，规范完善代表、委员建议提案和
关注案件办理程序，不断加强司法便
民利民工作；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畅
通人民群众监督渠道，健全投诉处理
和反馈机制，依靠群众监督，促进公
正司法。

（秦 钢 曹金晶）

【江苏盐城大丰区法院】

着力优化司法环境

本报讯 近日，上诉人巴某夫妇
因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
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上诉至鄂尔
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因案件事实清
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适宜调
解，加之被上诉人刘某在呼市经商，为
减少当事人的路途奔波，办案法官劝
说当事人利用“e调解”服务平台解决
纠纷，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调解协商，巴

某夫妇与刘某达成调解协议并现场生
成调解文书。

据介绍，“e 调解”服务平台是鄂
尔多斯中院依托新浪网设立的网上调
解平台，当事人只需要一台加装摄像
头并接入互联网的电脑，便可直接登
录调解平台进行网上调解，无需往返
法院，真正实现足不出户参加调解。

（丁伟华 乔思赫）

【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区法院】

“e调解”助力化解纠纷

三亚城郊法院联合多部门向执行罚没船只“动刀”

18艘“三无”采砂运砂船被切割解体
本报讯 （记者 严献文 通讯

员 金昌波）7月29日上午，海南省三
亚市城郊人民法院联合水务、安监等
部门，对被执行人郑某非法采矿罪中
没收的作案工具 18 艘采砂运砂船案
展开联合执行，首次对相关船只进行
切割解体处理，以消除隐患。

据了解，郑某是三亚华强砂场、富
运砂场老板，自2011年9月20日开采
许可期限到期后，仍擅自组织采砂船
在三亚藤桥东河流域内开采，致使藤
桥东河河床塌陷，造成矿产资源被严
重破坏。经查，2011年9月至2012年
3月，华强砂场、富运砂场共开采河砂
价值68.3万元。

2012年3月16日，郑某因涉嫌非
法采矿罪被刑事拘留。2013 年 11 月
13 日，三亚城郊法院开庭审理本案，
判处被告人郑某犯非法采矿罪，处以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5
万元，其作案工具运砂船及采砂船共
计18艘予以没收，上交国库。

据了解，涉案的18艘船只中，5艘较
小船只扣押在陆地，13艘较大船只扣押
在水面（其中2艘已沉没、1艘大部分沉
没），现场情况较为复杂。三亚城郊法院

认为，采砂运砂船体较大，数量较多，长
期漂在河面上，会给下游其他财产形成
较大威胁，必须消除隐患。

基于此，三亚城郊法院决定联合水

务、安监等部门对案件进行执行，先由
吊车将船只起吊上岸，再进行切割解
体，然后由货车将废铁转运至指定地
点处理。

“这是我们首次在罚没船只执行
案件中采取切割解体的方式执行。”三
亚城郊法院执行局二庭庭长黄立平告
诉记者，以往对罚没船只的处理，大多
委托相关资质机构鉴定价值，然后以
司法拍卖形式处理。“但是，拍卖至少
需要2 个月的时间，而且我们调查发
现，18艘采砂运砂船均为拼装而成专
门用于采砂的‘三无’船只，锈迹斑斑，
已无使用和生产价值，无法进行正常
价值鉴定。”

“相对采砂利润，采砂运砂船属于
低成本物品，以拍卖方式处理，极有可
能被相关人员再次利用，严重破坏环境
资源。”三亚城郊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
孙惠文说，为避免引发此类非法采砂案
件再发生，法院会于7月31日前完成全
部18艘采砂运砂船的切割解体。

本报讯 “这次的洪水比 1996 年
大得多，不但把我家的田淹了，还把我
的房子给冲坏了。”“乡亲们不要怕，你
们的损失我们会如实登记的，政府一旦
有灾后重建救助款或扶持政策，我们会
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这是7月28
日下午，河北省邢台县人民法院驻城计
头乡麦地湾村工作组组长王金平在协助
村两委发放救灾物资时同受灾群众进行
的一番对话。

“7·19”特大洪灾发生后，为减少
此次灾害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造成的
损失，驻村工作组视灾情为命令，把灾

区作为践行“两学一做”的主战场。并
以“疏散员、统计员、宣传员、发放
员”的角色，积极投入到灾情一线。

当好紧急避险疏散员，灾后驻村人
员积极投身到灾害现场查看险情，协助
村两委对几处房屋受损严重的村民做工
作，耐心帮助村民分析灾后危房的隐

患，规劝引导危房村民转移至安全场所
临时生活避险。

当好灾情民意统计员，驻村工作组
利用情况熟、底子清的优势，主动协助
村两委班子一起进行核查灾情的受损统
计工作。

当好防灾减灾宣传员，针对灾后

不少群众对被冲毁的房屋产生的紧张
不安情绪，驻村工作组联合村两委班
子及时为受灾群众开展心理疏导，广
泛宣传防汛防灾相关知识和自救措
施，鼓励群众互帮互助，早日重建美
好家园。

当好救灾物品发放员，接到救灾物
品后，驻村工作组严谨细致，积极参与
搬运发放。并协助村两委严格审核把
关，对发放物品逐一登记造册，坚持做
到手续完备，账目清楚。确保救灾物品
公开、公平、公正、及时地发放到受灾
群众手中。 (赵增强)

近日，湖北省英山县人民法院民二庭
的法官们深入到大别山深处的古山村古泉
酒业有限公司，对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进
行巡回审理。

被告王某于2013年6月向原告古泉酒业
有限公司购买大批酒并打欠条约定两年内付
清所有欠款。但2015年6月两年时间到后，被
告王某并没有按约定付清欠款账目。无奈之

下，原告只好一纸诉状将王某告上了法庭。
承办法官考虑到乡村工厂位置偏远，近

年来乡村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
为及时化解原、被告纠纷，真正起到案结事
了、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法官决定
将审判庭搬到工厂车间现场开庭审理。

经过法官两个多小时的审理和悉心调
解，双方终于达成一致意见、握手言和。

图①：法官认真、有序地开庭审理案件。
图②：附近村民和工厂工人旁听案件。
图③：休庭中，法官做当事人调解工作。
图④：双方握手言和，在调解协议上签字。

把灾区作为践行“两学一做”主战场

邢台县驻村法官当好救灾“四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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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三亚18艘非法采砂船切割解体现场。 黄叶华 摄

““法行基层法行基层””好新闻竞赛好新闻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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