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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17日，一起因液化石油气瓶意外燃烧
导致火灾发生从而引起财产损害赔偿的纠纷，在州法
院副院长田军的主持下得到化解。

原告某火锅店的员工在更换了一瓶新的液化石油
气瓶并点燃煮火锅时，离开做其他事情，液化石油气
瓶燃烧导致火锅店发生火灾，使火锅店遭受九万余元
的重大财产损失。该火锅店遂将销售液化石油气瓶的
某液化气供应站和分装液化石油气瓶的某液化石油气
公司诉诸法院，要求赔偿其财产损失。双方多次协商
赔偿问题，因差距较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一审以
某火锅店未能举证证明液化石油气瓶燃烧的原因系液
化石油气瓶质量问题导致为由判决驳回某火锅店的诉
讼请求后，双方对立情绪更加严重，某火锅店遂向本

院提起上诉。
因液化石油气作为易燃易爆高危物品，在社会生

活中使用较广，使用不合格的液化气瓶或者使用过程
中操作不当极易发生危险事故，威胁生命财产安全。
田副院长在调解过程中耐心宣讲相关法律规定，一方
面督促生产商、销售商强化安全管理，确保液化气瓶
的产品质量，另一方面提醒火锅店主加强对员工的操
作安全培训，规范使用液化气瓶。考虑到本案双方当
事人有亲戚关系，又是多年的生意伙伴，田副院长耐
心细致地做双方当事人工作，并释明本案的诉讼风险
以及调解成功的法律后果和意义。通过两个多小时面
对面、背对背的调解，依理依法的劝导，双方最终握
手言和，签订调解协议。 （吴奕）

火锅店着火亏九万 法官调处案结事了

本报讯 7月17日上午，惠水法院大数据审判庭成功调解了
一起特殊的民间借贷案。

本案原、被告均是在读大学生，既是老乡又是校友，关系较
好。2015年 12月下旬，被告以自主创业为由，请求原告以个人
名义在网上贷款平台贷款借给被告作创业经费，原告按照被告
的要求先后在人人分期、爱学贷、趣店、分期乐、名校贷等平台借
得款项31 900元，并全部转到被告支付宝账户。2016年9月后，
被告因故未再按约履行还款的义务，导致贷款本息大幅增长，原
告最终诉至我院。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考虑到被告因阅历不足创业失败，现
正兼职赚钱努力偿还债务，主观上无违约赖账。经过多次与双
方当事人沟通，承办法官联系了原告父亲，向其剖析校园借贷等
各种借贷平台的高息风险，建议由原告先偿还以原告名义在贷
款平台上所借款项本息 41122.46元，再由被告向原告分期进行
偿还。经调解，原告同意先偿还平台欠款，被告承诺于 2017年
10月1日清偿原告所付款项。 （王娅丽 陆凯）

惠水县法院倾情调解化解借贷纠纷

本报讯 近日，罗甸警方紧盯警情、快速
反应，一小时破获入室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
人1名，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00余元。

当天，韦某报警称：其位于罗甸县龙坪镇
的门面被盗香烟 5条。接警后，刑侦大队值班
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展开调查，经调取门面内的
视频监控，发现视频中的犯罪嫌疑人系龙坪镇
李某某，办案民警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布控工

作，于 1时许将实施盗窃后返回家中的犯罪嫌
疑人李某某成功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盗窃 5条香
烟的犯罪事实，同时，犯罪嫌疑人还交代了7月
7日晚到罗甸县中医院病房盗窃4件牛奶的犯
罪事实。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本报记者 王亚茹）

罗甸县警方神速破获一起入室盗窃案

本报讯 7 月 20 日，贵定县检察院开展了
以“深化阳光检务，推进检务公开”为主题的

“检察开放日活动”，依法对彭某某故意伤害案
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并在贵定县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和社区代表到场见证和监督下进
行了公开宣告,当场向被不起诉人送达了不起
诉决定书及不起诉理由说明书。

这是贵定县人民检察院继续深化司法体
制改革，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执行宽严相
济的刑事政策，推行阳光检务的结果，促进了
司法公开、公正和透明。

该案由贵定县检察院检察长、员额检察官
朱启松承办，经审查查明：2016年12月23日10
时许，被不起诉人彭某某（女）与被害人柯某某
因感情纠纷在家发生争执，彭某某用刀将柯某
某颈部划伤后投案自首，经鉴定柯某某伤情为
轻伤二级。案发后彭某某及其家人主动与柯

某某协商，并在村委会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彭某某积极赔偿了柯某某的各种损失，柯
某某随后出具谅解书，对彭某某表示谅解。鉴
于本案被不起诉人彭某某是初犯，认罪悔罪、
积极赔偿被害人，有自首的法定从宽处罚情
节，其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小，故对其作
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2015年以来，贵定县人民检察院通过“检
察开放日”活动大力推行检务公开，构建开放、
动态、透明的阳光司法体制。其中，不起诉公
开宣告是贵定县人民检察院提升司法公信力
的示范之举，顺应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新要求，
增强了检察执法透明度和社会参与度，提升了
检察执法的规范化水平，保障了当事人和诉讼
参与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得了良好的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

（吴道超 龙超）

贵定县检察院

深化阳光检务 推进检务公开

本报讯 为有效制止党员干部滥办大办酒席
的不正之风，倡导文明、节俭办酒新风尚。贵定县
司法局抓住即将进入操办谢师宴、状元酒的关键
时期，以“五个加强”为“紧箍咒”，坚决整治滥办酒
席、借机敛财的不正之风，切实增强党员干部拒绝
乱办、滥办酒席的主动性、自觉性、净化社会风气，
自觉自愿形成崇尚文明的社会风尚，营造良好的
社会氛围。

加强责任落实，强化作风建设。该局要求局
党组成员对分管范围的滥办酒席整治工作负直接

领导责任，科室负责人切实抓好各自人员的监督
管理，发现一起报告一起。对滥办酒席的苗头性
和倾向性问题做到早发现、早提醒、早制止。

加强学习教育，强化思想认识。该局组织党
员干部职工签订《抵制滥办酒席承诺书》，要求全
体党员干部做好表率，带头遵守有关规定。

加强申报制度，严格备案审查。该局要求提
前15个工作日内，按干部管理权限进行申报，经批
准后方能操办，严禁未批先办。今年目前为止，共
有 4名党员干部按照程序申报、批准、操办了婚丧

酒，均无违规操办酒席情况发生。
加强精准约谈，严格纪律规矩。针对发现的

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及时对当事人和相关人员
开展询问示警约谈，要求党员干部既不能参加更
不能操办违规酒席，带头抵制违规滥办酒席。

加强明察暗访，严肃问责。局纪检组继续以
抓党员干部的违规操办酒席为突破口,特别是针对
近段时间谢师宴、状元酒易发阶段，加大明察暗访
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违规操办酒席的当
事人、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陈庆菊）

贵定县司法局倡导文明之风 念紧滥办酒席“紧箍咒”

为扎实推进消防宣传教育“进学校”工
作，近日，州公安消防支队联合州教育局共
同举办“消防安全示范课”暨第二届全州儿
童消防绘画作文竞赛征集评选活动，全州各
中小学校、幼儿园师生普遍关注并踊跃参
加。截止目前，共收到消防作文、绘画200
余篇（幅），征集活动仍在进行。

图为部分参赛作品。
王祯东 摄

本报讯 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维护三都社会
稳定，三都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着力优质仲
裁，出色完成了 2017年上半年受理的劳动仲裁案
件。

该院积极开展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建设三
年专项行动，指导各镇（街道）、社区等成立基层调
解组织，推进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与法律援助
中心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对涉及农民工、建档立卡
贫困户和低收入困难家庭人员的劳动纠纷，开设
绿色通道，及时立案，明确专人负责，及时审结。

该院注重案情调解，积极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意
见交流，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寻找最佳平衡点，
促使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三都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还注重案件审理
质量，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依
规依章办案，严把程序关，确保案件审理公平公
正，使每一位当事人在案件审理的程序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同时，做好案件信访登记与排查，及时
消除矛盾纠纷，案件审结时，对当事人进行心理疏
导和法律知识讲解，及时制作法律文书。针对当

事人的诉求，阐明支持与不支持的理由，并告知其
法律救济渠道。

截止 2017 年 6 月底，三都县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共受理案件 28起，其中裁决 14起，调解 3起,
撤诉 1起，不予受理 10起，涉及劳动者 29人，涉及
资金 37.99万元，均在规定时限内处理完结，结案
率为100%。

（吴东旭）

三都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着力优质仲裁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近日，荔波县法院与荔波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协商，让违反
交规被扣分的驾驶员到荔波县法院旁听交通事故类案件庭审，
为违规驾驶被扣分的驾驶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平台。自
从开展本项活动以来，收到了良好效果。 姚廷芳 吴光雷 摄

为进一步全面
提升应急处突和反
恐 防 暴 能 力 ， 近
日，罗甸县公安局
巡逻特警大队开展
夏季练兵活动。

此次演练，达
到了预期效果，形
成 了 “ 比 、 学 、
赶、帮、超”的良
好训练氛围，全面
提升了公安特警综
合实战能力。

本 报 记 者
王亚茹 摄

本报讯 7月13日、14日，正逢高水、永和赶集日，瓮安县人民
法院组织干警开展“送法下乡”法制宣传系列活动。

法律服务咨询台刚一搭好，许多过往的老百姓便驻足观看，了
解法院工作情况。咨询台前，群众就工作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
认真咨询，法官们耐心解答，为群众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法官们
还将印制的《诉讼服务指南》、《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
宣传资料发放，受到群众的欢迎和点赞。在高水，干警对前来咨询
的群众耐心指导。在永和，干警对群众提出的矿区劳动争议纠纷
等问题进行了现场答疑，为群众解决了法律困惑，受到群众一致好
评。

本次宣传活动准备充分，内容丰富，贴近基层、贴近群众、贴近
生活，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宣传活动积极引导群众正确使用
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切实增强了法制宣传教育在广大群
众中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让广大群众明白“学法、懂法”的重要性，
懂得“用法、守法”。 （瓮法宣）

瓮安县法院

开展“送法下乡”活动

本报讯 7月 20日，贵定县法院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是
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群众代表和小学生代表组成的公众观摩
团，他们是受到贵定县法院的邀请，前来参加贵定县人民法院举行的

“法院开放日”活动的。
参观过程中，观摩团对贵定县法院的文化建设及便民利民服务

给予高度赞扬，同时对该院近年来取得的工作成效给予肯定。
最后，在第一科技法庭公众观摩团旁听了一起运输毒品案件的

审理。案件审理结束
后，主审法官教育孩子
们要远离毒品，珍惜生
命，并教导孩子们不要
轻信陌生人，不要随便
接受陌生人赠与的饮料
和食物。 （熊艳)

贵定县法院举行“法院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 7月18日，福泉市人民法院第三人民法庭
主动联系辖区综治办、司法所和派出所，利用群众赶乡
场的时间前往道坪镇谷龙村开展法制宣传活动，现场
进行法律咨询、发放宣传手册和案例讲解等，践行送法
下乡，法惠于民。

该庭地处边远山区，农村人口较多，群众法律意识

滞后，为进一步提高辖区人民群众的法制水平，该庭主
动与辖区相关部门联系，积极开展“送法下乡、送法进
村”活动，通过法律咨询、发放法制宣传手册和案例讲
解等形式，让人民群众从学法用法中得到实惠，在现实
工作生活中，学会运用法律思维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
权益。 （本报记者 杨彩霞 摄影报道）

福泉市法院乡场送法 法惠于民

本报讯 为提高广大基层妇女的维权意识，罗甸法院第三
人民法庭通过与沫阳镇妇女联合会沟通，定期主动邀请妇女代
表旁听法庭庭审。在不涉及个人隐私的情况下，以旁听庭审活
动的形式阐法释法，让妇女代表们掌握到更多的法律知识，从而
更好地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同时也着力推进司
法公开，彰显公平正义。

7月 21日上午,沫阳镇妇联主席组织妇联代表旁听了龙某
某诉杨某某离婚纠纷一案的庭审活动。庭审中，妇女干部代表
们认真倾听了法官围绕案件事实及辩论焦点中立地阐释法律，
并详细了解了庭审活动的每一个细节。庭后的调解环节，法官
通过法、情、理相结合的方式，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思想动员，此
案最终以调解离婚结案。

庭审结束后，法官主持代表们进行了座谈，认真听取代表意
见和建议。 （谢永强 本报记者 杨彩霞）

罗甸县法院邀请妇联代表
旁听家事庭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