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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夏晨曦 魏晓晓）3月26
日下午，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 2021年

第 5次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暨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集中交流研讨会。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节选）、《习近

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节选）、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节选）、《习近平关

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摘编/
选编》（节选）等内容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政法干警警示

教育读本等文件以及李锦斌书记调研督导

阜阳市委常委会2020年度民主生活会暨巡

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精神、李

锦斌书记在合肥市庐阳区法院调研督导时

的讲话精神。

该院班子成员结合工作实际，围绕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集中开展主题研讨，畅谈

感想体会，做到在交流中碰撞思想,在研讨

中促进提升。

会议要求，一要坚持深化教育，筑牢思

想根基。继续开展“每天加学1小时”活动，

院领导和中层领导要带头参与学习研讨，

一体推进政治教育、党史学习教育、警示教

育和英模教育，持续在学深弄通悟透上下

功夫，不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为开启查纠

整改阶段筑牢思想根基。二要坚持刀刃向

内，谋细查纠整改。把查纠整改环节融入

到学习教育中，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同步

推进。做好自查自纠的充分准备，做好对

照“四看四促”自我检视的准备，持续以案

示警、以案为戒、以案促改，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落到实处。三要坚持统筹结合，一体

推进发展。将党史学习教育、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新一轮深化“三个以案”警示教育

与执法办案等年度重点工作有机结合起

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采取管用措施强力

整改，一体推进标本兼治和建章立制，促进

工作长效发展。四要坚持示范引领，发挥

“头雁效应”。班子成员和中层领导要身先

士卒、身体力行，形成上行下效、上率下行

的良好工作局面。五要坚持加强领导，层

层传导压力。各方面要各司其职、各尽其

责、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本报讯（通讯员 程丹丹）连日来，淮南市

中级人民法院紧密结合工作实践，将干警们

在学习教育阶段的所学所思所想充分与“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相结合，推动该院

教育整顿走深走实。

近日，该院诉讼服务中心立案受理一批

侵害商标专用权案件。原告某纸业集团有

限公司为某品牌商标的权利人，该公司生产

的某品牌纸张，在市场上享有较高的知名

度，原告市场调研人员调研时发现，寿县某

乡镇很多商店存在大量涉嫌销售侵犯原告

商标专用权的假冒产品，2012年12月，原告

委派公证处人员及律师前往被告处购买该

品牌的纸产品，后经鉴别，该纸品系假冒原

告公司的产品。于是该公司将乡镇多家商

店起诉到法院。

受理该案后，立案法官当即电话征求了

原被告意见，双方均同意诉前调解。秉持高

效快速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诉讼服

务中心便将该批案件委派给特邀调解员进

行诉前调解。

调解过程中，通过走访调查，调解员掌

握了详细情况。在与多数被告释法明理后，

高效调解了该批案件。

除了在立案、调解阶段提供高效诉讼

服务，淮南中院还以各业务庭室为单位，

组织干警上街头、进社区、下村庄，到群

众身边普法，提高群众见法官的频率。

在法院设立的法律咨询台边，经常围着

很多居民，咨询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法律

问题，干警们都一一耐心解答。“我和我

这位老姐妹只要天气好的时候都会到小

区里面散步聊家常，今天遇到你们免费

给我们讲述赡养、继承问题，都是我们老

年人关心的，听着觉得很受用。”一位老

太太和干警说道。

本报讯（通讯员 谭洋）近年来，旌德县

白地镇努力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样板，在

辖区内 6个村的居民经常聚集地创建了“百

姓说事点”，让群众通过“唠家常”的形式，把

矛盾纠纷、百姓诉求等村情民意反映出来。

近日，“百姓说事点”信息员张永伟就听到几

位群众议论村里有两户村民因建房发生纠

纷，两人各不相让，冲突一触即发。张永伟

听到他们聊天后赶到现场，并第一时间向镇

司法所汇报了情况。镇调委会工作人员在

村两委成员的陪同下查看了现场，并分别找

到当事双方沟通，了解了双方当事人的想

法。最终，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当事人双方

自愿达成调解，邻里重归于好。

自白地镇“百姓说事点”设立以来，悉

心收集社情民意，开展调解工作，共计收集

信息 100余条，调结纠纷 20余起。每个“百

姓说事点”都确定一名信息员，现场倾听百

姓说事，群众随时提意见、说建议、谈看

法。信息员将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信息收

集、登记、整理，反馈给辖区村调委会和司

法所。司法所再认真研究，能够答复处理

的，由信息员及时给予解决；对于疑难问题

和事项，当场不能解决的，及时上报，协调

相关部门解决，并及时向群众通报反馈信

息，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

盾不上交”。

本报讯（通讯员 郑芹 范席晶）3月 1日

一大早，赵某和老伴一起来到长丰县人民法

院，将绣有“执法为民、公正廉洁”的锦旗送

到快执团队执行干警手中。“法院帮我申请

到的 3万多元救助款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你们！”老两口连声

道谢。

据快执团队负责人谈龙双介绍，赵某与

杨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进入执

行程序后，由快执团队方振亚承办。方振亚

多次前往被执行人杨某的住所地走访、调

查，发现杨某家庭困难，确无履行能力。因

本案申请人年迈多病，此次交通事故导致其

生活雪上加霜。针对案件的特殊性和紧迫

性，方振亚立即向长丰县委政法委汇报该案

执行情况，在长丰县委政法委核实该案确实

符合司法救助条件后，赵某成功申请到司法

救助款 3.5万元，方振亚第一时间将救助款

发放到了赵某手中。

2020年以来，长丰法院第四党支部引

领的执行铁军通过多种渠道、多个部门代

为申请救助款合计人民币 87万余元，司法

救助 15名涉民生案件申请人，有效解决由

于无法通过案件执行获得赔偿，造成申请

执行人生活陷入困难的问题，维护弱势群

体合法权益。

本报讯（通讯员 崔爱菊）3月初，肥东

县人民法院应用《民法典》审理一起魏某诉

谭某离婚纠纷案件，被告谭某婚后一直在

家操持家务、照顾子女，未参加工作，后魏

某起诉离婚，谭某要求男方给付经济帮助

获法院支持。

1987年，原告魏某与被告谭某举行婚

礼，2007年 7月 20日补办结婚登记。双方

婚后育有一子一女，现均已独立生活。近年

来，双方常因家庭琐事发生争执，自2013年

6月起分居。2020年3月，魏某诉至肥东法

院要求离婚，后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今年

1月，魏某再次诉至该院要求离婚。

被告谭某同意离婚，但要求将双方在

肥东县店埠镇某房屋主房三间上下、平顶

房四间进行平均分割，原告另外给予被告

20万元经济帮助费。

肥东法院经审理，依法作出判决，准予

原告魏某与被告谭某离婚。原告魏某于判

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被告谭某一次性经

济帮助费50000元。

本报讯（通讯员 许茜）3月 12日下午，

旌德县蔡家桥镇乔亭中心小学法治副校长

走进校园，为 30余名四年级以上学生上了

一堂生动有趣的民法典课。

讲座中，法治副校长讲解了民法典的

概念、诞生过程和重要意义。其间为孩子

们播放了《哪吒遇上民法典》视频，用动画

的形式深入浅出地对校园伤害、校园贷、继

承、侵权等涉及未成年人的内容进行讲解，

让同学们更深刻地认识民法典与每个人的

生活息息相关，学会运用《民法典》来保护

自身权益。

法治副校长
放动画片讲民法典

肥西一线女工体验“当法官”
本报讯（通讯员 陈倩）3月5日上午，为庆祝三八妇女节，

肥西县人民法院三河法庭首次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肥

西县三河镇富光厂一线女职工“走进法庭”，亲身体验法官工

作，近距离感受法律的权威和庄严，了解法庭文化。

这次活动也是三河法庭精心准备的一场“妇女权益保

护”宣讲课，法庭干警从劳动法、反家庭暴力法和民法典的婚

姻家庭编中总结提炼了涉及女性权益保护的法律知识，通过

法条释义、案例分析、现场答疑等方式，以通俗易懂的话语、

生动鲜活的案例，为大家释法明理，引导大家学法、懂法、守

法、用法。

肥西法院送“典”普法有温度
本报讯(通讯员 胡慧娟)3月6日15时，肥西县上派镇芮祠社

区群众活动中心座无虚席，居民们正在聚精会神听着法院干警

讲解《民法典》。为进一步推进诉源治理工作，充分发挥网格法

官在社区的普法教育作用，提高群众见法官率，肥西县人民法

院干警深入上派镇芮祠社区，开展了一场多维度立体化的法治

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干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民法典“典”亮婚姻

家庭》为题，围绕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展开宣讲。“法官讲得太好

了，我们老百姓一直觉得法律晦涩难懂，今天听你讲的民法典

不仅贴近生活而且简单易懂，我学到了不少东西。”社区张大妈

希望这样的普法宣讲多到社区来。

在社区网格法官办公室，法官设立了法律咨询台，还通过公示

“法官热线电话”、建立“网格服务群”、扫描法院微信公众号等形式，

与群众建立长效沟通机制，着力提升“全天候服务”水平。

长丰数十名女干警学党史缅先烈
本报讯（通讯员 刘珺 范席晶）3月4日，长丰县人民法院机

关党委、政治部、妇委会组织女干警五十余人前往中共合肥北

乡支部纪念馆，开展“学党史缅先烈，巾帼心向党，奋斗新征程”

活动。跟随讲解员的解说，干警们重温了崔筱斋烈士的英勇事

迹，深入了解了合肥市第一个党支部成立的历史背景、历史地

位以及双河集农民暴动、安徽省农民运动委员会成立时期的光

辉历史。通过此次党史教育，大家纷纷表示要继承革命先辈遗

志，坚定理想信念，在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奋发昂

扬的精神做好本职工作。

盼着盼着
申请人迎来援助“及时雨”

宿州法院女干警跑跳投篮样样行
本报讯（通讯员 叶梅 王飞飞）健步走、仰卧起坐、引体向

上、托球跑、投篮……3月3日、4日，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

举办了院内“庆三八”趣味运动会。女干警们各个精神抖擞，

充满活力，充分展现了昂扬向上的斗志和团结协作的精神。

合肥中院召开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集中交流研讨会

本报讯 （王飞飞 周里） 为扎实推

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和党史学习教育走

深走实，教育引导党员干警坚定理想信

念，夯实忠诚根基，3月 25日，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组织 40 余名党员干警到

萧县蔡洼淮海战役总前委会议暨华东野

战军指挥部旧址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

动，缅怀革命前辈，重温入党誓词。

在讲解员的讲解和引领下，党员干

警们认真观看了各个展室陈列的图片和

历史资料，仔细聆听讲解，缅怀丰功伟

绩。一件件革命实物，一段段图文史

料，再现了那段风雨如磐的红色历史。

在总前委会议旧址的院落里，面对

党旗，全体党员干警庄严宣誓，重温入

党誓词。一句句铿锵的誓言，激励着全

体党员干警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

命，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慎终追远，慰古铭今。活动中，全

体党员干警纷纷表示，将以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和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立足自

身工作实际，查找问题、补齐短板，积

极为法院审执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宿州中院干警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唠着唠着
原先针尖对麦芒就不是个事

本报讯（通讯员 石兴辉）“丫头，你讲

得挺好的，民法典我还是第一次接触，民法

典里面规定子女要赡养老人的事情，我跟

我邻居老姐姐说说，她最近挺关注这个事

的。”近日，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干警在辖

区的新乐社区普法宣传时，一位老人很感

激地说。

淮南中院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

来，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司法实

践。结合法院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实施“五

进五民”实践活动，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办

好事、办身边事，以实干实绩诠释为民宗旨

意识，不断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该院领导班子成员以身作则、率先垂

范，深入基层、企业开展调研、走访活动。

中院各部门以所在支部为单位，立足各自

工作实际，以实效为导向，扎实做到下基

层，听声音，解难题。淮南中院还组织干警

开展大走访活动，确定工厂企业、社区居民

走访联系点，结合工作职责和具体情况，列

出走访清单，真正做到“走出办公室、迈进

群众门”。

3月24日，文则俊带领中院领导班子成

员到定点帮扶村，深入调研该村乡村振兴工

作开展情况，与农村党员群众一起学习富民

政策、中央一号文件等，班子成员还走进困

难农户，了解民情民意，帮助解忧纾困。

3月30日，淮南中院开展为民办实事服

务群众“大接访”活动，院领导班子成员与来

访群众面对面“零距离”交流，倾听他们诉求

和心声，及时为他们解决问题。

3月17日，淮南中院组织干警走进街道

社区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为居民解答日常生

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在田家庵区某楼盘

售楼部，民二庭副庭长王雪霞认真听取企业

代表、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要求，解答

涉及房地产纠纷法律问题。

在凤台县杨村镇前圩村，干警将“五

进五民”便民联系卡发放给群众，听民

声、访民意、解民难；民一庭法官陈燕走

进农村学校，讲授民法典相关问题，从校

园欺凌、盗窃真实案例，增强学生们自我

防范保护意识。

文则俊介绍，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

来，全市法院干警坚决贯彻中央、省委、市委

及上级法院决策部署，精心谋划，践行为民

宗旨。法官走进街道、课堂、农户，来到群众

身边，了解群众诉求，找准顽瘴痼疾，司法服

务更接地气，司法为民更有温度。

离了离了
全职太太获5万经济帮助

“我为群众办实事”
淮南中院在行动

淮南中院“五进五民”践行司法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