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无旁骛 志在打赢
脱贫攻坚“百日行动”进行时

认领微心愿
温暖众人心

本报讯 渊孙燕萍 记者赖长营冤野我想要一床棉被尧
我想要一袋大米尧我想要一桶食用油噎噎冶微心愿虽
小袁却是贫困户内心的小小心愿遥11月 5日上午袁黄柏
乡湖岭小学通过野社会扶贫网冶的平台认领微心愿袁结
对帮扶贫困户遥

当天袁黄柏乡湖岭小学全体教师走进黄柏乡湖岭
村袁将温暖传递给村民遥村民朱水英老人行动不便袁接
过棉被时非常感动袁一个劲儿地说野谢谢冶遥 其他贫困
户也纷纷对老师们表示感谢遥

参与结对帮扶的王丹老师表示袁她是一名新晋老
师袁在帮助他人的同时袁更激发了自己在日后的工作
中做好一名称职老师的决心遥 众人拾柴火焰高袁爱心
不分大小袁善举不分先后遥老师们表示袁他们会将扶贫
工作一直进行下去遥

02 要闻
姻2017年 11月 13日 星期一
姻一版责编院袁南军 校对院陈盛昌
姻二版责编院陈盛昌 校对院袁南军

市人民法院在家事审判改革
中袁通过转变家事审判理念袁推进
机制改革创新袁 有力地提升了离
婚尧抚养尧赡养尧继承等家事案件
审判工作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袁维护了妇女尧儿童尧老年人的
合法权益袁让家庭更和谐尧社会更
稳定遥

营造和谐氛围
9月 19日袁 走进该院家事审

判法庭袁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摆放
在房间中央的一张大圆桌袁 圆桌
上除了放着标有 野审判员冶野家事
调解员冶 字样的席位牌外袁 还有
野丈夫冶野妻子冶 字样的席位牌袁代
替了以往的野原告冶尧野被告冶席位
牌遥 这一小小改动袁不仅弱化了案
件当事人双方的诉讼对立情绪袁
而且还营造了一种温馨的氛围遥

法庭没有设置旁听席袁 但在
四周墙壁上袁挂了几块显示屏袁分
别显示和播放着家和万事兴尧夫
妻恩爱的格言警句尧公益广告袁以
及家庭团圆照片尧夫妻婚纱照尧夫
妻恋爱期间互发的信函尧 电子邮
件尧聊天记录等影像资料遥 野在开
庭前组织双方当事人观看这些视
频和资料袁 一方面是对当事人进
行婚姻家庭伦理道德观念教育袁
另一方面是通过观看过去家庭生
活尧夫妻交流的一些资料袁勾起当
事人双方对过往生活的美好回
忆袁 从而激发当事人双方互相爱
怜尧相互珍惜之情袁为进一步的调
解劝和工作奠定基础遥 冶该院民一
庭副庭长尧 家事审判团队负责人
白振斌介绍说遥

防止草率离婚
当然袁硬件设施的改善袁是外

部条件袁是外因袁而家事审判理念

的转变袁 才是推动家事审判改革
的决定性因素遥 野以前我们办理离
婚案件袁 只要当事人双方对子女
的抚养尧 家庭财产分割和债务的
分担达成了协议的袁 我们一般都
会准许双方离婚遥 而现在袁我们受
理离婚案件后袁 首先想到的是如
何把双方当事人劝和袁 如何防止
草率离婚袁维护好家庭稳定遥 只有
双方感情确已完全破裂的死亡婚
姻袁我们才允许离婚遥 冶白振斌在
介绍家事审判改革带来的最大变
化时说道遥

为了防止草率离婚袁 该院建
立了离婚冷静期制度遥 6月 5日袁
原告刘某与丈夫被告朱某因家庭
琐事发生争吵袁朱某殴打了刘某袁
刘某一气之下来到法院诉请离
婚遥 法院受理案件后袁法官劝其冷
静思考袁慎重作出最后决定袁并给
其一个月的冷静期遥 一个月后袁满
脸笑意的刘某与其丈夫朱某手牵
手来到法院申请撤回起诉遥 这是
法院设置冷静期袁 堵住冲动离婚
漏洞的一个事例遥

提升调解效果
调解是处理家事纠纷的利

器遥 在推进家事审判改革中袁该院
通过引进具有教育学尧 心理学等
适应家事纠纷解决专业背景的家
事调解员袁 进一步提高案件的调
解效果袁 增加了家事审判工作的
亲和性袁 提升了家事纠纷解决方
式的专业化尧社会化水平遥

原告张某与被告陈某相识不
久即结婚袁因双方性格不合袁常因
小事产生矛盾袁 特别是张某怀孕
后袁陈某对其关心不够袁引起张某
的极大不满遥 于是张某来到法院
提起离婚诉讼袁 并打算离婚后即
堕胎遥 7月 19日袁法院对该案进行

了庭前调解袁 该院聘请的家事调
解员尧退休老教师宋东北袁凭借他
良好的说服教育能力袁 超强的心
理疏导能力袁在充分了解案情袁掌
握张某陈某双方情感变化的情况
下袁从情尧理尧法袁从珍惜生命尧关
爱健康尧 夫妻互助等多维度进行
了耐心细致的调解袁 终于使张某
与陈某心悦诚服达成了和好协
议遥

今年 1要8月袁该院家事案件
调撤率达 68%袁 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长了将近 10个百分点遥

保护老弱病残
保护妇女尧 儿童和老年人的

合法权益袁是家事审判工作永远
的重心遥 在推进家事审判改革
中袁该院建立了司法救助尧财产
申报尧心理疏导尧人身安全保护
令尧依职权主动调查取证尧判后
跟踪回访等工作制度袁进一步强
化了对妇女尧儿童和老年人合法
权益的保护遥

现年 81 岁的原告钟某与 78
岁的谢某夫妇袁生育三子一女遥 二
儿子钟某沅于 2013年患病致瘫袁
生活不能自理曰 嫁出去的女儿钟
某连因病于 2005年去世遥 俩原告
随已离异的小儿子钟某生一起生
活袁 现在因大儿子钟某财不尽赡
养义务袁于 6月 13日向法院提起
诉讼遥 法院免费为其办理了立案
手续袁6月 30日袁及时巡回到原告
钟某所在的村小组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遥 法庭上法官以案释法袁向当
事人和旁听群众认真宣传婚姻家
庭法律法规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袁 并当庭判决被告钟某财每月
支付原告赡养费 707元遥 判决生
效后袁法院及时主动执行袁有力地
维护了钟某夫妇的合法权益遥

让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要要要市人民法院家事审判改革纪实

阴邱继东 记者周建云

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袁
根据 野两不愁三保障冶 工作要
求袁市委尧市政府高度重视袁出
台了叶瑞金市 2017 年农村保障
房建设实施方案曳袁计划完成农
村保障房建设 583 户袁 确保农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尧低保户尧分
散供养五保户尧 贫困残疾人家
庭等野四类重点对象冶全部住上
安全房遥 城乡规划建设局局长
钟建平告诉记者袁截止目前袁已
开工建设的有 584 户袁 12 户已
经搬迁入住袁 我们力争今年年
底前全面完工并搬迁入住遥 野为
把农村保障房建设这一惠民工
程做实尧做好袁我局坚决贯彻落
实脱贫攻坚耶百日行动爷遥 冶 钟
建平说遥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遥 采取
主要领导亲自抓尧 分管领导具
体抓尧 职能科室抓落实工作机
制袁统筹协调尧整体推进袁明确
目标任务尧时间节点尧建设标准
和工作要求袁 确保建设工作有
序推进遥 二是加快资金审核遥
2017年袁 全市农村危房改造和
保障房建设资金 7143.2 万元遥
为加快资金拨付进度袁 城建局
积极与扶贫办尧财政局协调袁对
于各乡镇资金申拨计划袁 第一
时间进行审核并转送财政局袁
确保资金及时到位遥 三是坚持
统一标准实施遥 对全市农村保
障房组织专业人员进行户型设
计袁 编制 8 种单体标准户型施
工图设计和预算袁 确保农村保
障房建设的有序进行遥 四是保证工程质量安全袁强化
督查调度遥 在实施过程中袁采取日常监管和不定期巡
查的工作方式袁及时纠正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问题遥
通过建立微信群的方式对各乡镇保障房建设进行即
时调度遥 建立项目建设进度周报告袁抽调全局精干力
量组建督查组对各乡镇建设进度尧 工程质量和生产
安全进行专项督查袁督查结果全市通报袁并纳入全市
脱贫攻坚流动现场会的考核内容袁进行考核评分遥 五
是创新建设模式遥 在建设过程中袁积极创新农村保障
房建设模式袁引导各乡镇充分利用区位较好尧人口集
中尧交通便利尧结构安全尧设施相对完善的闲置村委
会尧学校尧厂房等村级集体资产改造成保障房遥

野百日行动冶攻坚的号角已经吹响袁钟建平说院野我
局将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袁牢记使命袁扎扎实实做好
我市农村保障房建设工作袁确保 11月 30日完成装修
及配套设施袁12月 30日全面搬迁入住袁切实解决贫困
群众住房安全问题遥 冶

加
快
危
房
改
造

建
好
惠
民
工
程

昨
昨昨
访
市
城
建
局
局
长
钟
建
平

阴

本
报
记
者
郑
薇

11月 12日袁市委机要局驻叶坪乡松山村结对干部杨俊平袁发动同学为该村贫困户谢益辉捐款
2万余元和价值五千余元的家电产品遥 据悉袁谢益辉的儿子是杨俊平的同班同学袁早年因脑溢血离
世袁母亲也在去年因病逝世袁留下老人孤苦生活遥 杨俊平得知情况后袁随即发动同学献出爱心袁捐资
捐物帮助老人解决生产生活困难遥 图为捐赠物资现场遥 本报记者周建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