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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中院全体班子成员深入扶贫点帮扶走访困难群众

本报讯（通讯员 陈东/文图）4 月 14 日上
午，在全市“扶贫日”到来之际，周口市中院党
组书记、院长李志增带领全体班子成员，深入
周口市中院的扶贫点——郸城县胡集乡大任
庄行政村重点帮扶，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在大任庄行政村，李志增一行来到刚刚
完工的文化活动广场，这个广场是由该院协
调资金兴建的，焕然一新的广场周边有健身
器材，有乒乓球台和标准篮球场，最里侧有个
戏剧舞台，为广大村民强身健体，开展文化艺
术活动提供了场地。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
上时，这里便是整个村里最热闹的地方，成为
全体村民健身娱乐的场地，受到全体村民的
一致好评。

李志增一行在郸城县委书记罗文阁、郸
城县法院院长张永波的陪同下，徒步进村，这
里应该种树，这里应该地面硬化一下；村口路
边种的油菜花很好，既美化环境，又防止长
草，并且菜籽可以榨油。走一路、说一路，提
得最多的是扶贫，讲得最多的是帮扶贫困群
众，尽早脱贫致富。

来到设在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临时村委
会，李志增与村两委的干部群众一一握手，招
呼大家坐下，翻开笔记本，直奔脱贫主题。现
有的 16户贫困户，该院驻村干部已经逐户登
记造册，并制订脱贫方案，这当中 6户生活最
困难的，该院已经为他们每户购置5头山羊进
行饲养，通过养殖山羊脱贫致富。对于有种
植经验的贫困户，该院积极联系，采取公司+
基地+农户的措施，由合作社保底收购。对
于有劳动力，且又需要照顾家庭的，该院联
系的有企业，就近解决就业。而且，每逢双
节，该院都会购置慰问品，派人逐户走访慰
问这 16 户贫困群众。对于该院的扶贫举
措，村支书顾崇祥如数家珍。光伏大棚落
实了没有？现在还有什么亟待解决的困
难？没等顾崇祥说完，李志增便问。胡集
乡党委书记孙怀远接着说：“正在做，我们
正由逐户脱贫向产业扶贫转变，通过规模
产业，带领大多数群众脱贫致富。”

在看到刚刚建成的图书室和娱乐室，
李志增安排随行人员说，从院里整出一批

常用的法律书籍，提供图书室，供村民翻
阅，提高法律知识。罗文阁随即表示，将联
系新华书店，提供一批养殖、耕种的农具书
供村民学习知识。顾崇祥对两位领导的大
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正准备把中院捐助
的十几台电脑放进去，通上互联网，让村民
学习使用。

大家按照确定的帮扶对象，逐户进行
走访，主要看一下前期扶贫措施的效果和
脱贫致富面临的实际困难，李志增和 6 名班
子成员又开启了扶贫走访模式。

李志增一行来到贫困户丁法堂家。丁
法堂一家 5 口人，丁法堂外出打工，母亲没
有劳动能力，丁法堂患有腿疾的妻子不能
干重活，育有一子、一女，家庭因疾病致
贫。在看到中院援助的 5 只山羊，已经繁衍
为 9 只，李志增欣慰地说，一定要好好学习
养殖技术，扩大养殖规模，靠养殖尽快脱贫致

富。
在贫困户胡维真家，胡维真家有 6口人，

胡维真和 80 多岁老母亲、智障的妻子还有 3
个孩子，最大的才8岁，最小的3岁，家庭因残
疾致贫。李志增勉励胡维真，你是家庭的唯
一劳力，要努力把山羊饲养好，等到扩大养殖
规模后，可以通过变卖山羊实现脱贫。

走访后，在村两委临时办公地点，李志
增组织召开党组扩大会，就帮扶脱贫提出
要求：一是院党组每月确立一名班子成员
到扶贫点与驻村干部一起，全面了解实
际困难，摸清脱贫情况，制定精准可行的脱
贫方案和措施；二是要转变扶贫的理念，由
逐家逐户脱贫到产业扶贫、项目扶贫，通过
项目、产业带动，使更多的群众能够实现脱
贫致富；三是要结合实际，开展技术扶贫，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通过传授农业技
术，使贫困户尽快掌握脱贫致富的手艺。

精准扶贫路 满满民生情
本报讯（通讯员 张勇 李文勇）4

月 12日上午，太康县法院召开 2017
年第一季度工作会议，点评第一季
度审判质效和部署安排下一步工作
开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张建援
主持，在院党组成员及各部门负责
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上，副院长刘培先通报了第
一季度审判质效工作情况。第一季
度，该院受理诉讼案件 2246 件，审
结 1722 件，结案率 76.67%，位居全
市基层法院第二名，其中刑事案件
结案率 85%，行政案件结案率 82%，
有10名法官结案数都在40件左右。
尤其是 3 月份，58 名法官结案率在
70%以上，审判质效呈现出稳定的良
性循环态势。下一步在保持审判质
量和效率的同时，要着重解决以下问
题：一是对新招录的司法辅助人员加
强内网信息录入的培训工作，确保各
项内网信息准确录入；二是持续加大
小额诉讼程序案件的适用；三是严把
裁判文书质量关，做好判后答疑工
作；四是进一步完善审委会集体讨论
发回重审和改判案件制度，厘清责
任，对确有错误的严肃追责；五是持
续加强队伍廉洁教育，杜绝关系案、
人情案等不廉洁行为的发生。

最后，张建援强调，在做好审判
执行工作的同时，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要从讲政治的高度重视精准扶
贫工作，深入帮扶户，切实了解群众
的实际困难，做到真帮真扶；二是要
以省委第七巡视组进驻太康开展巡
视为契机，进一步从工作作风、财务
纪律、队伍建设和案件质量等方面严
格工作纪律，全院干警要严格遵守中
央八项规定和院内各项规章制度；三
是要强化内部管理，加强外部防范，
完善安全保卫方面的规章制度，确保
法院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工作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张艳君）今年
以来，西华县法院在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联络工作方面不断想良方、拓
思路、创举措，扎实开展工作，主动
接受监督，受到了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的充分肯定。

完善机制建设。完善了以党
组书记、院长为联络工作第一责任
人、亲自抓，分管副院长为直接责
任人、直接负责督办的联络工作领
导责任机制。联络办专门负责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来信来访、案
件督办及宣传材料的报送工作。

抓好结对联络。即院长与省
级人大代表进行结对联络；党组成
员与市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行
结对联络；各庭室与县级代表委员
进行结对联络。

坚持司法公开。主动邀请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重大、敏感、
热点案件的庭审，对有社会影响的
案件邀请见证执行、协助调解。

广泛征询意见。将每期《西华
法院工作动态》寄送到代表委员手
中，让他们了解法院工作。采取不
定期走访的形式，及时主动汇报法院
近段工作，听取意见、建议。

定期分析问题。该院党组对联
络工作与审判执行工作同部署、同推
进，每月定期分析联络工作开展情
况，及时查找问题、改进工作，增强接
受监督的及时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今年以来，该院已邀请代表、
委员旁听庭审、见证执行5次，组织
专题座谈会一次，寄送《西华县法
院工作动态》两期，走访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38人次，有力推动了法院
各项工作的开展。

本报讯（通讯员 朱法勇）商水县法院新
一届党组把“狠抓案件审判质量”作为法院审
判工作的第一要务。为此，新一届党组在如
何提高审判质量上进行了大胆创新，建立了
审委会评查发回、改判案件制度，对每月发
回、改判的案件进行评查，以此来教育和警示
广大办案干警，以此来提高办案质量，以此来
提高法院整体工作上台阶。

建立登记台账。审管办负责提取每月发
回、改判案件清单及一审裁判文书，并积极与
周口市中院审管办沟通获取二审裁判文书，
建立登记台帐；评查办与案件承办人员对接，
分析发回、改判原因，并进行记录。审委会召

开前，审管办将登记台账、发回和改判原因及
一、二审裁判文书一并送至审委会委员审阅。

写出汇报报告。案件承办人写出案件发
回、改判汇报报告，分析对发回、改判的认识、
原因及以后应注意的事项和需要改正的问
题。

审委会逐案评查。审委会每月定期召开
案件评查会，发回、改判案件承办人逐人逐案
向审委会汇报发回、改判原因，审委会逐案点
评，分析发回、改判的原因，查找是认识问题
还是工作责任心问题。如果是认识问题，就
从法理、规范方面给予指导，以统一法律适
用；如果是责任心问题，就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审查，拿出处理意见，由院党组研究讨论处理
结果。

干警大会通报。对所评查的案件，评查
办和监察室工作人员负责全程记录，会后整
理制作成评查通报。通报由主管院长、院长
审阅后签发，并在每月一次的全院干警案件
质效点评会上予以通报，要求干警认真学习，
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引以为戒，要求在今后
的办案工作中不能再出现类似问题，一经发
现，严肃处理。

自1月份以来，该院连续3个月诉讼结案
率位居全市基层法院第一名，受到了上级法
院和各级领导的好评。

本报讯（通讯员 王永波）4月12日下午，周
口市中院今年第一起破产案件债权人会议在
民三庭依法召集组织下顺利召开，周口市液化
气供应中心的破产进程又往前推进一步。

1月3日，周口市液化气供应中心以其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
向周口市中院申请破产清算。在此之前，
周口市政府 2014 年 11 月 10 日下发文件，成
立市能源办所属企业改制工作领导小组，

2015 年 6 月 3 日周口市液化气供应中心通
过 职 工 大 会 决 议 ，同 意 依 法 申 请 破 产 。
2016 年 5 月 18 日周口市政府下发文件，对
周口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周口市能源办下
属企业实施破产请示进行了同意批复。

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破产案件审理普
遍存在涉及职工人数较多、历史问题积累
严重、案件审理周期长、审理难度大、文书
数量多的特点。该院民三庭副庭长沈华秋

在今年年初受理此案后，积极与该破产企
业主管机构市发改委能源局协调工作，主
动会见包括市国土局、劳动局、国资局相关
职能部门人员十余次，并会同有关部门人
员到企业现场调研，与职工代表和企业负
责人面对面了解存在的问题和职工诉求。
案件受理后 3 个月，已经初步完成本案工
作整体规划，有望在年内完成此案的审结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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