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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永县人民法院位于湖南、 广东、广
西三省区交界边陲之地， 全院仅有70余
名干警， 近年来该院各种荣誉纷至沓来：
全国优秀法院、全国法院文化建设示范单
位、全国法院党建工作先进集体……

金杯银杯后面，是人民群众的口碑。
岁末年初，记者实地探访，感受到江

永法院人强大的正能量和司法温暖。

案后回访
持续13年的司法温暖

“陈院长，你每年都来看我们，我们很
感动！这点香柚是我自家种的，你拿回去
吃吧！”2017年12月25日， 受害人邓华全
的妻子邓定珠硬要将半编织袋柚子，塞给
前来回访的江永县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
长陈祁陵。和往常一样，陈祁陵说服她把
柚子收回去。

10多年来，陈祁陵和邓定珠等“9·17”
特大交通事故案中受害者及家属结下深
厚情谊， 逢年过节都要去看望慰问他们。
邓定珠每次逮到什么就要把什么送给陈
祁陵。

2004年9月17日，江永县上江圩镇锦
江村发生特大交通事故，2名司机酒后驾
驶无牌无证车辆造成3死7伤， 祸及10个
家庭，其中4户深陷困境。

肇事司机虽然受到刑事追究，但巨额
赔偿款因被执行人服刑且无履行能力而
无法执行到位。邓华全、邓雪湘等交通事
故的伤者和死者家属生活陷入困境。江永
法院想方设法为他们筹措了医疗费、丧葬
费、赔偿金等20余万元，并为邓华全等争
取了低保、医保待遇。

此后， 法院每年都要帮扶受害家庭。
2015年， 法院正式设立了以财政拨入资
金为主体的司法救助基金，优先将邓华全
等6名受害人纳入救助范围，解决其残疾
器具更换和后续治疗费。

2017年， 在多年司法救助实践的基
础上，江永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唐
英提出系统解决该案被害人救助期长、资
金分散的问题， 出面向有关部门协调、争
取，联合县慈善总会帮扶基金、县信访局
救助基金及其他政法部门，将剩余赔偿款
10多万元一次性筹集到位， 发放给几名
受害人。

用心办案
精雕细琢精益求精

“李法官辛苦了，判决书说得很清楚，
我们信服。”

青年法官李斌向记者展示了原告代
理人用微信发来的感谢之词。

这是一起特殊的房屋产权争夺战，对
簿公堂的是养父朱老汉与养女周女士。朱
老汉以周女士没有尽到赡养义务为由，要
求将先前赠与周女士的房产收回。周女士
则认为，房子是自己购买的。由于房屋是
11年前购买的， 最熟悉内情的朱老汉老
伴已过世，双方都没有拿出足够令人信服
的证据证实自己主张。

通过分管副院长陈天祎点拨，李斌找
房屋卖主核实信息。据房主回忆，当初实

际上是一家人一起买房，只是房子登记在
养女周女士名下而已。此房认定为共有没
问题。是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合议庭
对此产生了分歧。

最终，案件提交到民事专业法官会
议上。 这是一个2017年6月才成立的业
务咨询组织， 由5名民事审判经验丰富
的资深法官组成，专门针对疑难、复杂
案件提供参考咨询意见。民事专业法官
会议分析后认为，此房按购买时出资比
例按份共有处置比较合适。合议庭采纳
了这一意见。

为了使判决书能够更好地做到理法
结合，情理交融，承办法官李斌撰写判决
书经过10多次修改和合议庭反复斟酌才
最终定稿，最终双方服判息诉。

“法官办案应该像制作艺术品一样，
必须精雕细刻、精益求精。”每次案件质量
评析会议上，唐英总是这样强调。

正是秉持这种严谨态度，近3年来，该
院案件一审服判息诉率达97%以上，案件
二审发改率、申诉信访率不到1%，司法绩
效多年来列全市法院前茅。

队伍建设
党风廉政建设的全省典型

江永县法院以党建为抓手，着力打造
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法官队伍。

以党建带队建， 是该院队伍建设的
“立院之本”。 该院把党小组建在庭上，成

立了13个党小组,通过党建有效提升队伍
素养，促进司法作风持续好转。

法院党组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记者
到该院采访，发现每一个法官的案头都摆
放着一本《纪律作风规定》，将《法官职业
道德基本准则》《法官行为规范》等编订成
册。唐英说，这些制度规定是法院每一个
党员法官的“必修课”，必须在日常办案和
生活中逐条对照，每日“三省吾身”。

“这些制度规定是法官廉洁办案的
‘紧箍咒’。试想，如果你收了别人好处，还
能做到公正办案吗？” 刑事庭庭长义宏如
是说。他所承办的案件，没有一起不廉举
报，司法作风也是有口皆碑，从一名普通
法官成长为刑事庭庭长。

“廉洁司法，向我看齐！”这是江永法
院党组作出的承诺。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发
挥廉洁表率作用，要求干警做到的，院领
导必须先做到。在江永县委组织的民主测
评中，院领导班子连年优秀率、满意率达
100%。

让铁规发力， 让禁令生威。3年来，该
院更是加大督查力度， 将咬耳扯袖常态
化，对7人不良行为予以严肃处理，把违纪
违规行为掐灭在萌芽状态。

近年来，该院荣获国家级、省级荣誉
多项。全院法官队伍公众满意度测评连续
两年居全省法院第一。2017年4月， 唐英
就党风廉政建设在全省法院工作会议上
作了典型发言。法官清正、法院清廉、司法
清明，在全院上下蔚然成风。

司法温暖赢群众口碑
———记“全国优秀法院”江永县人民法院

我省建立知识产权
纠纷诉调对接机制

湖南日报1月3日讯(通讯员 周闯 记者 胡宇芬)省
高级人民法院、省知识产权局昨天联合出台《关于建立
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进一步构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实现知
识产权民事诉讼与纠纷调解工作相衔接， 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力度。今天，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负责人表
示， 将与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共同推动信息互
通和资源共享，建立长效机制，协力推动诉调对接工作
良性发展。

建立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机制， 是整合社会资
源、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快捷化解知识产权纠纷、保障
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有效路径和重要渠道， 对预防和化
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意见》明
确，由省高级人民法院、省知识产权局组成诉调对接工
作指导委员会，负责诉调对接工作的组织、指导、协调、
推动； 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和省知识产权维权
援助中心具体负责指导全省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工
作；由省知识产权局成立知识产权纠纷调解中心（以下
简称调解中心），调解知识产权纠纷，与法院诉调对接
中心进行对接；条件成熟的市州适时组建。

在积极推进邀请调解方面，《意见》明确，登记立案
前、立案后或在审理过程中法院进行调解的，在征得当
事人同意后，可以出具《邀请调解函》，邀请调解中心派
员协助调解；调解中心收到《邀请调解函》后，应当及时
派员协助开展调解工作。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左丹 通
讯员 喻静）记者今天从湖南省教育厅获
悉， 第五届中国民生发展论坛暨第十一
届国际公益慈善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
备受瞩目的“2017年民生示范工程”评选
结果正式揭晓,�湖南省综合型教育服务
平台获评“2017年民生示范工程”，在获
评的70项民生示范工程项目中位居第15
位。

“民生示范工程”评选活动由人民日
报社指导， 人民

日报社《民
生周刊》杂
志 社 等 单
位 联 合 主
办，已连续

举办了五届。 本届评选
历时8个月，我省综合型
教育服务平台从全国各
地选送的近千项民生工
程案例中脱颖而出。这

是该平台继2017
年荣获第二届全

国行政服务大厅百优案例、 第五届全国
教育改革创新典型案例、 省直单位工作
创新大赛管理服务类二等奖等奖项之后
再获殊荣。

湖南省综合型教育服务平台是省教
育厅近年来倾力打造的一个“惠民、利
民、便民”服务终端，目的是为了打通服
务师生和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进而不
断改进和提高教育政务服务质量和工作
效率。该平台于2013年8月在全国率先启
动建设，5年来在深入调研、统一标准、滚
动建设的基础上， 已累计建成省级教育
阳光服务中心1个、市级教育阳光服务中
心14个、 县级教育阳光服务中心124个、
高校一级教育阳光服务中心82个、 中小
学一级教育阳光服务站（点）9727个。平
台实现了线上线下全天候运转、 省市县
校四级互联互通， 网上大厅总点击量达
到了92万人次， 实体平台受理了近90万
件各类服务事项， 有力地推动教育行政
服务从集中办理的有形平台向快捷高效
的网络平台转变， 为师生和群众提供了
更加方便快捷的咨询方式和办事渠道。

寒冬，
来“花鸟画大展”赏盎然春意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陈薇）今天，由省美协、
省画院、省花鸟画家协会联合主办的“湖南省第四届花
鸟画大展”在湖南国画馆开幕。

此次展览共展出花鸟画作品170余件，基本涵盖了
全省老、中、青花鸟画家的写意、工笔画作品。同日，由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湖南省第四届花鸟画大展作
品集》现场首发。

中国花鸟画是最具东方艺术特色，并兼具思想性、
精神性和时代性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湖南人杰地灵，
花鸟画家人才辈出，宋代易元吉、仲仁，清代寄尘、彭玉
麟，近现代齐白石、高希舜、张一尊、邵一萍、王憨山等，
谱写了湖南花鸟画史的精彩篇章， 为中国花鸟画发展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主办方透露， 此次花鸟画大展征
稿，得到了全省花鸟画家们的积极响应，各市、州花鸟
画家协会积极组织画家深入生活进行写生创作， 并举
办展览，从展览中选送优秀作品参加省展。展览组委会
办公室从去年8月份开始收件， 共收到参评作品600余
件，最终评选出30件优秀作品、90件入选作品。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展出至1月8日结束，面向公
众免费开放。

湖南综合型教育服务平台
获评全国民生示范工程

长沙图书馆雅塘分馆开馆
1月3日，长沙市雨花区雅塘村社区，居民在新开的图书馆借阅书籍。当天，“书香雨

花”之雨花亭街道全民阅读节暨长沙图书馆雅塘分馆开馆仪式举行，该分馆占地面积
100余平方米，馆藏文史哲类、儿童读物等书籍1万余册，与长沙市图书馆一卡互通。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