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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我为群众办实事

搭建沟通平台  高效调解纠纷
金台区人民法院西关法庭“幸福与法同行”工作室揭牌启用

本报讯  5月 31日上午，

金台区人民法院西关法庭

“幸福与法同行”工作室揭牌

仪式（见左图），在西关街道

新福路西社区举行。

近年来，西关街道经济

社会发展迅速，辖区常住人

口近 10 万人，此次成立“幸

福与法同行”工作室，为辖

区群众、基层组织和人民法

院之间搭建起一个沟通互

动交流的重要平台，是金台

区人民法院西关法庭深入

一线化解群众矛盾纠纷，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重

要举措，也是政法单位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新实

践、新创新。

今后，“幸福与法同行”

工作室将把群众关心、关注

的问题作为工作的重点，通

过巡回审判、《民法典》宣讲

等多种形式，提升群众法治

思维和法治意识，为群众解

决实际问题，满足群众法治

需求。同时与派出所、司法所

等各部门协调配合，形成工

作合力，为辖区群众营造和

谐文明、法治友善的生活和

工作环境。金台区人民法院

也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大

矛盾纠纷化解力度，不断拓

展纠纷解决渠道，丰富法治

宣传形式，为全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

服务和保障。 （杨青 张怡）

陈仓区人民检察院 ：

司法救助暖人心  快查快办解民忧
本报讯 近日，陈仓区

人民检察院仅用三天时间

就快速办理了一起司法救

助案件，把为群众办实事落

实到了行动中。

据了解，2014年至2016

年间，被害人余某某先后被

张某某以虚构事实、隐瞒

真相的方式，22 次共诈骗

147500 元钱。余某某被骗

的钱款，除了夫妻半生积

蓄外，大半是向亲朋好友

借来的，而被告人张某某

没有赔偿能力。余某某因

被骗导致一家人生活非常

困难。现余某某一家 5 口，

主要靠其丈夫在建筑工地

打零工维持生计，遂申请国

家司法救助。

经陈仓区人民检察院

审查，认为刑事案件被害

人余某某受到犯罪侵害，

致使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虽然案件已侦破、被告人

明确，但其没有赔偿能力，

造成余某某本就困难的家

庭更是雪上加霜，属于根

据实际情况，需要救助的

情形，且余某某在刑事案

件中无重大过错，根据《关

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

制度（试行）》《人民检察

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

（试行）》规定，决定予以

救助，并自筹救助款 5000

元向被救助人余某某进行

了发放。

今年以来，陈仓区人民

检察院切实推进党史学习

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本着“救急救困、应救必

救”的原则，自筹资金，彰显

司法温情，积极为群众办实

事、办好事、解难事，努力回

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

新要求、新期待。

（杨青 李倩）

小蜜蜂酿成大祸端
麟游县招贤司法所及时化解一起人身意外伤害赔偿纠纷

本报讯 近日，麟游县

司法局招贤司法所通过耐心

细致的工作，及时化解了一

起人身意外伤害赔偿纠纷，

维护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为群众解决了烦心事。

5 月 26 日 17 时，招贤

镇阁头寺村村民闫某放羊

路过本村阳坡组路边四川

籍养蜂人葛某养蜂点时，

被蜜蜂蜇伤，经招贤镇卫

生院抢救无效死亡。闫某

的亲属李某及时向招贤派

出所报案，派出所民警通

过对闫某死亡事件调查，

排除了刑事责任。

为妥善化解人身意外

伤害赔偿纠纷，招贤司法所

会同阁头寺村调委会及时

介入，开展民事调解。受理

此案后，司法所工作人员分

别对知情人进行事件了解、

取证，确定调解方案。通过

反复沟通、讲法说理，安抚

亡者家属情绪等，经过一天

一夜的调解，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1166 条、1181 条规定，最

终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养蜂

人葛某一次性赔偿闫某家

属各种损失 17 万元，包括

丧葬费、遗属一次性抚恤

金、医疗费、交通费、亲属抚

养费等。闫某亲属李某在招

贤司法所和村调委会的见

证下，收到赔偿费后，于第

三天自行处理了丧葬后事。

“人民调解就是好，能

及早介入化解矛盾纠纷，招

贤司法所和村调委会帮助

群众解决了操心事、烦心

事和揪心事，维护了司法

公正, 为群众办了一件实

事。”该村一位老人称赞道。

（杨青 吴颖）

 这场党史知识竞赛真精彩！
全市法院司法警察“学党史、铭初心、增知
识、强技能”执法知识竞赛成功举办

本报讯 5月 28日，市中级人

民法院成功举办全市法院司法警

察“学党史、铭初心、增知识、强技

能”执法知识竞赛，来自全市法院

系统的10支代表队参加竞赛。

本次竞赛试题紧紧围绕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党章党史、党规党纪、时事政

治以及司法警察业务知识等内

容，设置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

加赛题四个环节。竞赛过程精彩

纷呈、扣人心弦，参赛选手精神饱

满、应答沉着，各代表队你追我

赶、难分高下，全场气氛紧张热

烈，充分展示了全市司法警察队

伍的过硬素养和良好形象。

经过近2个小时的激烈角逐，

凤翔、千阳、扶风法院组建的第二

联队荣获一等奖，陈仓法院代表

队荣获二等奖，凤县法院代表队

荣获三等奖，市中院第一代表队

和陇县法院代表队荣获优秀组织

奖，陈仓法院乔小燕、凤翔法院李

志军、凤县法院宋艳云、陇县法院

张菁麟、眉县法院李涛和市中级

人民法院节佰谕、邢超、王少凤等

8人荣获优秀选手奖。

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军

为获奖集体代表和优秀选手颁奖。

全市各县区法院分管司法警察工

作的院领导和司法警察大队负责

人现场观摩竞赛。 本报记者 杨青

她看似柔弱，却如女汉子般

加班加点，在侦监岗位上恪尽职

守 ；她兢兢业业，在检察战线奋

战了 17 年，办理近千起案件，没

有一起错捕、错诉案。她就是胡

丽萍，一个在平凡的岗位上，让

生命之花不断绽放的检察官。

胡丽萍是宝鸡市人民检察

院第一检察部主任兼未成年人

检察办公室主任。17 年来，胡

丽萍一直将守护公平正义作为

自己的人生信条。在重大疑难案

件面前，她总是“冲锋陷阵”“一

马当先”，敢啃最难啃的骨头，成

为领导和同事心中的“女将军”。

她严谨细致、思维缜密，始终严

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确保

每个案件都成为不折不扣的“铁

案”。为了追求案件的高质量，她

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常常在办

公室与一摞摞卷宗相拥而眠，单

位保安还给她封了个“楼长”的

头衔。   

作为业务精兵，胡丽萍参与

了《全国扫黑除恶办案指引》的出

台，并用专业技术指导县区涉黑

涉恶案件的办理，着力研究黑恶

势力犯罪案件认定中的难题。在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胡丽萍更

加突出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

挽救、感化”。她担任侦查监督处副

处长期间，协助部门负责人通过创

新理念、多级互动、完善功能、健全

机制四步联动，在全省率先建成涵

盖 30个市级行政执法部门的“两

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在全省实

现了首个市县两级“两法衔接”信

息共享平台全覆盖。

近年来，胡丽萍先后被列入

“全国检察机关扫黑除恶专家人

才库”“全国侦查监督人才库”，

被授予“全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

业务能手”“全省十佳侦监检察

官”“全省打击涉税犯罪先进个

人”等多项荣誉。

    本报记者 杨青

酒后切莫太冲动  寻衅滋事罪难逃

宝鸡中院优秀案例入选全国丛书
本报讯 在近日出版发行的

《智慧法院优秀案例选编》中，

收录了“陕西宝鸡中院智慧云平

台建设实践”，这是全省法院唯

一入选案例。

《智慧法院优秀案例选

编》，是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

组织编写，系统总结党的十八大

以来全国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全

面反映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工

作的中国智慧法院建设丛书，由

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发行。“陕

西宝鸡中院智慧云平台建设实

践”从全国上百件智慧法院建设

案例中脱颖而出，入选该丛书，

该院成为西北五省区唯一获此

殊荣的中级人民法院。

近年来，宝鸡市中级人民

法院通过搭建法院云平台，在私

有云（专有云）平台方面积极探

索，着力攻克智慧法院建设中遇

到的难题。通过加强云平台建

设，具备了高级别的数据安全、

高层次的服务质量，合理利用现

有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等优势，

运用虚拟化技术，充分发挥大数

据和云计算优势，积极探索私有

云平台和智慧法院建设的深度

融合，将用户桌面和业务系统

（含数据）集中部署在私有云平

台中，有效节约了经费，提高了

运维质效，加强了网络安全，提

升了用户体验感。

在资金保障、人才保障、技

术保障等有限的情况下，云平

台建设对经费相对紧张、业务

系统较多、运维压力较大的法

院，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同时对

努力缩小与经济较发达地区法

院的差距，为实现全国法院信

息化建设“上下一张网，全国一

盘棋”的整体发展有一定的推

动作用。       本报记者 杨青

政法先进风采展

胡丽萍：展现检察力量  巾帼不让须眉

千里血缘一线牵  团圆行动助团圆
渭滨公安 ：请市民及时举报疑似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线索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渭

滨公安分局了解到，自公安

部“团圆”行动开展以来，渭

滨公安分局各单位共核查

线索 1150条，采集失踪人员

亲属DNA1个，并已录入“打

拐DNA系统”，为失踪人员

早日与家人团聚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前不久，渭滨公安分局

刑侦大队民警在日常排查

中发现，“宝贝回家”寻亲平

台上有一条寻找在渭滨公

安辖区失踪儿童丹丹的信

息，他们立即安排专人与丹

丹的家人取得联系，详细了

解丹丹失踪时的相关情况，

制作了笔录，采集了血样，并

多方查找知情者。

2021 年 1月，公安部部

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以侦

破拐卖儿童积案、查找失踪

被拐儿童为主要内容的“团

圆”行动。渭滨公安分局刑

侦大队紧紧依托“打拐DNA

系统”，通过完善父母寻找

失踪被拐儿童信息，广泛采

集疑似被拐人员数据，及时

组织技术比对核查，扎实开

展积案攻坚等工作，严格按

照全力侦破一批拐卖儿童

积案、全力缉捕一批拐卖儿

童犯罪嫌疑人、全面查找一

批改革开放以来失踪被拐

儿童的工作要求，有序开展

相关工作。

同时，渭滨警方号召广

大市民共同参与“团圆”行

动，向公安机关举报疑似拐

卖儿童犯罪案件线索，也请

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和疑

似被拐人员，主动到居住地

公安机关刑侦部门或派出

所，接受免费的DNA 信息

采集以及相关信息补充完

善等工作，争取早日实现家

庭团圆。

渭滨公安分局刑事侦

查大队值班电话为 0917-

3230778，市民可拨打值班电

话提供线索。

    本报记者 杨青

更好回应人民群众新期盼  树立政法队伍新形象 

古人云 ：“对酒当歌，人生

几何。”我国自古就有酒文化，工

作之余约上两三好友，吃吃饭喝

喝酒，本来很惬意，但是，酒一旦

喝多了就容易惹事。

  案情回顾
2020 年 9 月某日，代某和他

的朋友白某到某串串店就餐，酒

过三巡之后，代某因上厕所与同

在该串串店就餐的王某发生口

角，白某非但没有劝阻，反而与代

某一同对王某及其朋友闫某大打

出手，致王某、闫某二人轻微伤。

近日，渭滨区人民检察院

以代某、白某涉嫌寻衅滋事罪

向区法院提起公诉，经审理后，

区法院以代某、白某犯寻衅滋

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

期一年执行。

  法条链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十八条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

当负刑事责任 ；第二百九十三条

寻衅滋事罪中规定，有寻衅滋事

行为，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其中第一项就是 ：随意殴打他

人，情节恶劣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随意殴打他人，破坏社会

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

款第一项规定的“情节恶劣”：

（一）致一人轻伤或两人以

上轻微伤的 ；（二）引起他人精神

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三）

多次随意殴打他人的 ；（四）持

凶器随意殴打他人的 ；（五）随

意殴打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

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

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六）

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

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七）

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

  检察官提醒
在寻衅滋事案件中，酒后闹

事占了很大比重，饮酒本身属于

一种自陷风险的行为，完全刑事

责任能力人酒后行为也应当承

担相应的刑事责任。2018 年以

来，渭滨区人民检察院共办理涉

嫌寻衅滋事罪批捕、公诉案件 86

件，其中 35% 以上是饮酒之后发

生的。

对此，特别提醒大家，在日

常和家人朋友聚会时，饮酒一定

要适度，过量饮酒不但伤害身

体，而且对自己行为的后果缺乏

准确认识，容易出现过激行为，

甚至引发违法犯罪，而酒后寻衅

滋事，必将受到法律的处罚。

（杨青 剡姿）

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