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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
员 易智愚）记者今天从团省委获悉，日前，团
省委、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联合出台《关于做
好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实施意
见》（以下称《意见》），正式将青少年社会工作
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支持范围， 纳入政府
购买的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包括青少年思想
引导服务 、青少年违法犯罪预防、青少年身
心健康促进服务、青年就业创业支持服务、青
少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支持服务、 青年婚
恋交友服务以及青少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
训督导等其他服务共8大类。

《意见》指出，文件的出台目的在于充分
发挥政府购买服务对加快培养从事青少年社

会工作服务的专业人才队伍的导向性和扶持
性作用， 更加专业地帮助解决青少年成长发
展过程中面临的实际困难。 政府购买青少年
社会工作服务的主体是承担青少年服务职能
的各级行政机关、 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
单位以及纳入行政编制管理且经费由财政负
担的群团组织。 承接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
作服务的主体主要为符合相关政策条件的社
会组织、 事业单位或者企业、 机构等社会力
量。

《意见》要求，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
服务经费应当在既有预算中统筹安排。 随着
政府提供青少年服务发展所需增加的资金，
应按预算管理要求列入财政预算。 各地要根

据实际，从青少年最基本、最紧迫的需求出发
确定购买内容，突出重点，以点带面，逐步拓
展购买领域和范围。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建立
健全由购买主体、 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对象
以及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的绩效评价机制，
对评价结果优秀的组织推荐其参加《湖南省
芙蓉人才行动计划》中的青年菁英育才工程，
加快优化青年社会管理工作的人才梯队建
设。要优化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标准、提升服
务质量，大力开展省级青年社会组织“潇湘伙
伴计划”系列活动，采取导师孵化、游学互访、
论坛沙龙、对接社会资源等方式，进行省级青
年社会组织示范性创建， 每年评选10至20个
示范项目和组织。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李庆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道路交通事故
损害赔偿纠纷逐年增长。2013年初， 桃江
法院道路交通法庭“搬”到交警大队办公院
内，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中队、县司法
局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了桃江县交通事
故处理中心，确立“三调联动”工作机制，为
当事人提供交通事故认定、调解、审理“一
站式”服务。

2017年，该庭共收案531件（其中新收
414件），审结440件，结案率为82.86％。荣
获“全省法院先进集体”。

近日， 记者走进这个便民法庭。 审判
庭、调解室一应俱全，第一审判庭不足10
平方米，原告席、被告席、审判员的座位，紧
凑地挨在一起。庭内一侧墙上贴有八个大
字：耐心、宽容、和谐、合法。

五旬老法官的驻守
近4年来， 年逾五旬的庭长周社清每

天去交通事故处理中心上班。在交通法庭
工作多年，大家都叫他“交警法官”。

“要想做到‘辩法析理、胜败皆服’，就
要再认真一点， 再耐心一点， 再辛苦一
点。” 周社清总是步履匆匆， 有办不完的
案，开不完的庭。

副庭长王琴说，常年面对因无助而诉
至法院的基层老百姓，周社清习惯用憨实
的笑容温暖每一个当事人。

周社清先后荣获“全国政法系统优秀
党员干警”“全国优秀法官” 等荣誉称号，
其带领的专业团队，妥善化解大量基层道
路交通矛盾纠纷，成为桃江法院为民司法
的窗口。

委托调解效率高
去年4月， 殷某驾驶的小车撞上刘某

驾驶的摩托车，造成车主刘某、乘客赵某
受伤，两车受损。经桃江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责任认定，殷某负主要责任。
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多次协商未果。

9月20日，刘某将殷某诉至法院。
因纠纷案情较简单、事实较清楚，伤者

未构成伤残，且标的不大，适合诉前调解。
经当事人同意， 周社清向道路交通事故人
民调解委员会出具《委托调解通知书》，委
托其调解。经人民调解员王高卓和钟艳林
调解，双方达成协议，殷某当天赔付刘某3
万余元。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走正常诉讼
程序，可能要近3个月。如果二审，时间会更
长。”采访当日，刚参加完庭审的律师彭楚
良说，人民法院的诉调对接机制，减轻了当
事人诉累，真正做到了司法为民。

多元化机制的完善
2017年10月10日晚， 胡某驾驶小车，

在桃江境内不慎撞上路人丁某。经交警大
队事故认定，胡某担全责。

丁某住院一个多月后，多次就赔偿与
李某协商无果，将其诉至桃江法院，请求判
赔各项损失1.9万余元，保险公司在保险责
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桃江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受理该案后，
启动速裁程序，一个小时内，成功调处纠
纷，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当场领取民事调解
书。伤者1.7万多元的损失由保险公司与李
某一起承担，其中，李某赔偿1千多元，其
余的由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
偿。

自2017年11月以来，桃江法院积极探
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道路交通案件
实行繁简分流，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案件
事实清晰的道路交通案件启用速裁程序。

“一个交通事故从事故的责任认定到
事故的最终处理，当事人都可在一个院子
里完成。”桃江法院院长曹雪平说，这个特
色法庭有效缩短了案件审理周期，提高了
办案效率，获得了涉诉群众的一致肯定。

�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记者 李治）特困
家庭医疗救助、 危房改造、 村民宅基地审
批、低保户申请……在长沙县金井镇，居民
有难题先看村或者社区党支部是不是可以
帮办。 记者今天摊开一本《金井镇“零距离
服务”便民手册》，上面晒出了农村“小微权
力”背后的民生诉求。该镇以网格化管理系
统为基础，将各类便民服务列入“菜谱”。

金井镇以“党建+民生”为统领，在各
村（社区）党建阵地建立帮代服务点，构建
帮代服务体系。 去年新推出《金井镇“零距
离服务”便民手册》，将36条民生服务内容
列出， 直接交给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帮办和
代办，实现“零距离”服务群众。

该镇把“微民生”项目作为党建重点工
作，通过发放问卷、实地走访、召开座谈会
等方式，征集“微民生”项目；项目竣工后，
同样交给群众打分，将“群众点菜”落实为

“群众点赞”。同时，该镇率先在长沙县北部
乡镇实行网格化管理， 将服务项目落实到
村到组到人。 网格负责人要做好党建+、生
态环境、信访维稳、违建管理、访贫问苦和
项目建设等工作。 有效让党和政府的服务
力量下沉，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

近年来， 金井镇完成了金龙村茶乡馨
苑便民服务中心、 团山村文化广场湘丰村
饮水工程、“留守儿童” 幸福家园等一大批
民生项目。在长沙县委组织部的指导下，金
井镇把用于服务业的O2O商业模式引入党
建服务，实现群众“线上”点菜，干部“线下”
接单，“线上”建立镇、村、组三级微信群和
微信公众平台，“线下”组团式服务。 2017
年， 解决各类民生问题217个，12345服务
热线诉求同比降低30%， 群众满意度持续
上升。

通讯员 唐艳丽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村里人都知道， 段爱中最近找了个“体
面”的工作。从22岁离开家乡茶陵县严塘镇高
径村，段爱中已外出打工近10年，许多地方的
建筑工地都曾留下他的身影。如今，段爱中成
为中国中车集团株洲车辆厂员工， 不必四处
奔波，每月有5000多元的工资。

从茶陵偏远山村的贫困户到国企的员
工，段爱中是如何实现这样转变的?
� � � �原来，从2017年起，茶陵县通过抓技能培
训，实施普惠性职业技能培训计划。“保姆式”
培训引导贫困户就地就近就业， 让贫困群众
也能体面打工、增收奔小康。

“2017年上半年，县人社局打电话问我愿
不愿意参加技能培训。”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段爱中报了名，“没想到人社部门不仅为我们
联系好了市里的学校，还组织了接送，给了生
活补贴，住宿吃饭都不用发愁。”段爱中说，这
样贴心的培训让他很感动。

拥有“一技之长”，让求职者变成“香饽
饽”。今年，茶陵县通过实施普惠性职业技能
培训计划，将贫困家庭子女、农村转移就业劳
动力等新成长劳动力和企业转岗职工纳入政

府培训补贴范围，对参加就业技能培训、岗位
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的， 给予一定职业培训
补贴。同时，采取订单式培训模式，在了解了
学员和企业的需求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

通过在学校一个多月的系统培训，段爱中
获得了焊工证和特种作业证，并成功通过中国
中车集团株洲车辆厂的入职考试。今年，茶陵
县已会同株洲市5家“就业扶贫爱心培训机构”
开展就业扶贫爱心培训，285名如段爱中一样
的贫困户，通过技术培训获得了稳定工作。

�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记者 于振宇）今天，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湖
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原党组副书记、厅长蒋益民决定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记者 于振宇） 今天，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
湖南广电网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 董事长龙秋云决定逮捕。 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查之中。

政治·社会

推动社会力量
服务青少年成长

我省将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纳入政府购买范围

“一站式”解纠纷
司法为民便民

———桃江法院道路交通法庭诉调工作纪实

党建阵地就是便民服务中心
金井镇网格化服务民生

省检察院依法对蒋益民决定逮捕

省检察院依法对龙秋云决定逮捕

敢办难案的法官

贫困户成了国企员工

� � � � 1月11日，华容县禹山镇建华村，村民们在大舞台上欢快跳舞。去年，该县贯彻“乡村振兴”战略，为
全县201个村（社区）建设大舞台、党员活动中心、便民中心和发展中心等平台，打造集形象中心、活动
中心、文化中心、便民中心和发展中心“五位一体”模式，让村民办事顺心，生活开心。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吴巍伟 摄影报道

村建大舞台
农民乐开怀

�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
员 吴宇航) 昨天上午，2018年湘潭市文化
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湘乡市
龙洞镇启动。

“这场活动不仅让我们欣赏了精彩的
文艺活动，也学习到了医疗养生、农作物耕
种等相关知识。”来自龙洞镇的李女士高兴
地说，此次活动让基层百姓既过了戏瘾，又
收获了知识， 真切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

怀。
湘潭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吴小月表示，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是党中央重
视基层、关注民生、服务“三农”的一项重大
决策,也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举措。 她希望全市各
级各部门把这项活动作为贯彻落实十九大
精神和全市“两会”精神的一个具体行动,
精心谋划,统筹安排,能够迅速掀起热潮。

湘潭文科卫“三下乡”活动启动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文左龙

“法律是冰冷的，但法官的审判一定要传
递温暖。”这是敬志恒的座右铭。

2007年， 敬志恒调至常德桃源县人民法
院,现任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去年，
他获评“全省审判业务专家”“全省法院先进
个人”。

10余年来，他廉洁自律，对党忠诚，坚守
公平正义，办结案件1200余件，从未改判或发
回重审，零错案、零投诉、零上访；心系人民群
众，走遍桃源的每一个村镇，服务万余群众，
播撒法治信仰。

近日， 记者跟随湖南省高院参加2018年
“司法公正三湘行”。第二站来到桃源，记录法
官敬志恒的办案故事。

廉洁以自律，勤耕“责任田”
敬志恒嗜书，每天保持阅读习惯，其办公

室书柜里有100余本书籍，“读书好比与智者
对话，有助于开阔办案思路。”

1993年，敬志恒考入湘潭大学法律系，毕
业后到乡镇工作，后到津市检察院任职。2007
年，调至桃源县人民法院。

2008年，敬志恒参与新《企业破产法》实

施后常德市首例公司破产清算案， 后以此撰
写《破产管理人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破产撤销权诉讼当事人与行使期间浅析》等
文章，均在学术期刊及报刊上发表。

10余年来，敬志恒始终恪守“清白做人、
公正办案”原则，坚决抵制各种说情、诱惑。

2016年，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廖某代理一
起合同纠纷案件。 原本以为希望渺茫的案件
得到公正审理，廖某心生感激，多次邀请敬志
恒吃饭，均被他婉言谢绝。

“敬法官办案从来没有抽当事人或律师
一根烟，更不会吃他们一餐饭。十年如一日，
是全院干警的榜样。”桃源县人民法院党组副
书记、纪检组长王元林说。

手握法律剑，主审全国大案
敬志恒办公桌上有一本剪贴本， 收集了

法律报刊杂志上各种疑难杂案， 并做了详细
注解。

2013年， 敬志恒主审湖南省首例特大制
售“地沟油”案，被告人多达15人。由于该团伙
作案时间长达8年，“地沟油”销售区域涉及山
东、湖北、江西等5省9市，卷宗达80余本，摞起
来足有一个成人高。

该案的难点在于，如何认定有毒有害食品？
敬志恒介绍，地沟油是猪内脏、猪网油、

猪花油、 猪皮油、 鸭油等通过高温提炼出来
的，无色无味。这种油是不是有毒有害食品，
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尚未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庭审中，被告人辩称，猪内脏、猪网油、鸭
油等不是有毒有害食品， 并未使用废弃油脂
生产食用油， 只偶尔采购废弃油脂用于生产
饲料油。

为将该案办成“铁案”，敬志恒日夜加班

阅卷，查阅书籍，组织庭前会议和庭审，从原
材料来源、生产的工艺流程、产品的流向破解
此案的难点。最终，主犯吴某等15名被告人被
判处11年不等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800余万
元。

心系为民情，传递司法温度
“做法官不能缺少责任心，要站在人民的

立场上解决好纠纷。”敬志恒扎根基层，探索
出法、理、情相融的工作方法，为老百姓传递
司法温度。

为了便于群众诉讼， 敬志恒组织编写了
一本便民服务手册，罗列45个问题，详细介绍
诉讼案件的整个流程， 并以示意图的方式解
说。

2015年10月， 印某驾车搭载好友刘某外
出玩耍，两人不慎溺水死亡。刘某父母要求印
某父母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赔偿。 印某的母
亲终日以泪洗面， 对法院送达的文书极力抗
拒。

“该案案情并不复杂，但不能简单判决，
一定要将双方心理上的伤害降到最低。”受理
该案后， 敬志恒多次上门组织调解，“意外已
发生，生活要继续，该履行的法律义务不能逃
避。”

面对情绪失控的当事人， 调解工作屡遭
中断。同事劝敬志恒放弃，他毅然回绝，“法官
也是社会工作者，要多为老百姓排忧解难。做
到案结事了人和， 才能帮助他们缓解失去亲
人的痛苦。”

他不断做当事人及其亲属的思想工作，
最终，双方和解。

“有人说法官高高在上，敬法官却多次俯
身进村，想我们所想。”印某母亲连声致谢。

� � � � 1月11日，提质改造后的长沙市雨花区井巷社区休闲文
化公园，居民在休闲游玩。该社区是雨花区全面提质提档示
范社区，增加了绿化、休闲场所及停车位等，让居民“开门见
绿、推窗见景、百米见园”。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老旧社区
换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