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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正当时
温情服务农民工

天山讯 为了切实解决农民工的急难
愁盼问题袁有效化解劳动报酬等方面的矛
盾纠纷袁近日袁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司法
局启动了 2023年野春暖农民工冶新时代文
明实践法律服务行动遥

在野法援惠民生尧助力农牧民工冶专项
工作部署会上袁阿鲁科尔沁旗司法局党组
书记尧局长丛日新提出了野加强宣传尧减证
便民尧应援尽援尧保障质量尧服务群众冶的
工作总要求袁有效推动农牧民工权益保障
工作取得新发展遥

2月 2日袁阿鲁科尔沁旗司法局整合
律师尧法律援助尧法治宣传等法律服务资
源袁深入法治文化广场和百货大楼开展以
法律维权和法律援助为主的普法宣传活
动遥随后袁在全旗范围内广泛开展野法援惠
民生尧助力农民工冶法律援助服务农民工
专项行动袁将农牧民工等弱势群体兜底纳
入绿色通道袁实行了优先受理尧优先审查尧
优先指派尧优先办理的野四优先冶服务遥

下一步袁该局将把农牧民工作为法律
援助的重点对象袁 对符合援助条件的袁根
据案情需要袁确定精准及时高效的法律援
助方式袁并综合运用野12348冶公共法律服
务热线电话尧野阿鲁科尔沁掌上 12348冶微
信公众号尧野阿鲁科尔沁旗司法局冶头条号
等平台袁随时为农牧民工解决日常工作生
活中的法律问题遥 渊林凤冤

开出五剂“收心汤”
破解“节后综合征”

锦山讯 近日袁 赤峰市喀喇沁旗司法
局以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为靶向袁针
对社矫对象可能出现的思想松懈尧 纪律
观念差等野节后综合征冶状况袁开出五剂
收心汤袁 确保社区矫正工作正常有序开
展遥

一次集中点验遥各司法所分别开展了
节后首次集中点验教育活动,对所有社区
矫正对象逐一点名尧核对身份袁告诫社区
矫正对象严格遵纪守法曰 一次核查走访遥
各司法所采用不打招呼直接走访的方式袁
进一步了解社区矫正对象家庭情况袁全面
掌握社区矫正对象近况袁 做到防患于未
然曰一次谈心谈话遥 认真听取社区矫正对
象的思想尧生活情况汇报袁做到野见其人尧
闻其声冶袁针对个别存在思想消沉的情况袁
积极进行心理疏导曰一次爱国教育遥 组织
社区矫正对象开展学习活动袁进一步深化
爱国主义情怀曰一次帮困扶助遥 积极联系
相关部门为社区矫正对象提供就业指导
和信息袁 鼓励他们积极谋划好工作生活袁
积极面对人生遥 渊李明格冤

反诈宣传进集市
守好群众钱袋子

赤峰讯 为进一步增强辖区内老年人
的反诈防范意识袁全力守护好群众的野钱
袋子冶袁春节期间袁赤峰市元宝山区司法局
风水沟司法所联合其他部门走进风水沟
镇集市袁开展了防范养老诈骗宣传活动遥

活动中袁工作人员以周边发生的真实
诈骗案例为切入点袁向群众详细列举常见
的诈骗惯用手法袁 同时针对电信类诈骗尧
保健品诈骗尧投资理财诈骗等类型袁从野如
何骗冶野怎么防冶的角度结合具体案例为老
年朋友们进行讲解袁帮助老年人提高防范
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和能力遥 同时袁提醒
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要提高警惕袁如出现
电话尧短信要求其提供身份尧银行信息时袁
必须要联系家人袁核实电话来源袁不要盲
目转账袁遇到问题要及时报警袁保持清醒
头脑遥

通过开展此次宣传活动袁有效提升了
老年人的识骗防骗意识和能力袁营造了全
民参与预防养老诈骗的浓厚氛围遥 下一
步袁风水沟司法所将持续发力袁采用多种
形式宣传老年人防范诈骗知识袁切实守护
好老年人的野钱袋子冶袁为老年人的幸福晚
年生活保驾护航遥 渊林凤冤

额尔古纳讯 2023年 2月 2日是第 27个
世界湿地日袁为了彰显野生态优先尧绿色发展冶
理念袁不断提升社会各界的生态保护意识袁呼
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人民法院召开了 野世界
湿地日冶工作通报会遥

为了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和湿地资源袁近年

来袁额尔古纳市法院不断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
作袁实施环境资源审判野四合一冶审执模式改
革遥 在国家湿地公园尧湿地景区等地设立湿地
保护法律服务工作站尧 环境资源巡回法庭尧旅
游巡回法庭袁在三个基层法庭成立森林巡回法
庭尧界河保护巡回法庭尧绿色农牧场巡回法庭袁

强化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力度遥 同时袁与呼伦贝
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尧额尔古纳市委尧市政府共
同设立白桦林生态司法修复基地袁加强环境资
源审判研究和生态环境法治宣传袁切实维护环
境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环境权益袁用法治力量
倾情守护绿水青山遥 渊包静冤

用好审执“金钥匙”守护一方“生态绿”

总结部署定方向
打好执行为民战
通辽讯 为持续强力推进执行攻坚袁切

实解决群众 野急难愁盼冶袁近日袁通辽市科
尔沁区人民法院召开全院执行工作会议遥

会上袁 该院执行局局长王宝玉全面总
结了 2022 年法院执行工作袁 并对 2023 年
工作进行了部署遥该院党组成员尧审委会专
职委员孙维江根据当前执行工作形势任
务袁提出了工作意见遥

该院党组书记尧院长巴图指出袁要高度
重视执行质效袁大力开展好野蒙马奔腾冶专
项执行行动袁强化拘留尧拘传尧限高尧公布
失信名单等强制措施袁 打出科区法院执行
为民服务的新形象遥 扎实推进长期未执结
案件清理袁逐案排查尧建立台账袁做到底数
清尧 原因明曰 要进一步加强执行规范化管
理袁坚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袁不断优化法治
化营商环境袁充分发挥执行和解尧野活封活
扣冶 等保护功能曰 要进一步加大执行信访
和宣传工作力度袁大力弘扬司法正能量袁着
力营造良好社会环境遥

渊伊如汗 窦晓琳冤

对照查摆补短板
书写检察新答卷
城关讯 日前袁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

检察院召开了新年首场民主生活会袁 邀请
相关部门领导到会督导指导袁 主动听取意
见建议遥
会前袁 该院党组成员围绕此次会议主

题袁 广泛征求意见建议袁 并结合自身工作
实际袁 深刻查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袁 认真
撰写对照检查材料袁 为开好此次民主生活
会打下了良好基础遥

会上袁该院党组书记尧检察长张志敏通
报了该院党组 2022 年度查摆问题整改情
况袁并作了自我对照检查遥 随后袁该院党组
成员相继作了自我对照检查袁 会场气氛热
烈袁 批评与自我批评深刻袁 达到了统一思
想尧凝聚共识的预期目的遥

张志敏表示袁针对该院存在的问题袁将
建立相关台账尧 逐一进行整改袁 持续抓好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和纪律作风教育整顿工
作袁 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袁 为兴
和县高质量发展积极贡献检察力量遥

渊郭成 宁丹娜冤

案件评查常态化
以查促改提质效
巴彦托海讯 为加强审判执行监督管

理袁 有效统一裁判尺度袁 达到以评查促规
范尧以评查促提升的目的袁呼伦贝尔市鄂温
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常态化开展案件质量
评查工作袁 切实将评查结果转化运用到执
法办案环节中遥

新春伊始袁 该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组织
全体评查组成员对案件卷宗进行评查袁同
时就案件评查工作开展交流研讨袁将 2022
年度评查工作中发现的共性问题进行具体
梳理袁进一步统一评查标准袁力图发挥案件
评查以点带面发现问题尧 以评为戒防范问
题尧以小见大示范引领工作的积极作用袁为
新一年度案件评查工作奠定基础遥

下一步袁该院将全力打造野良性互动尧
监督指导尧协作共进冶的司法审判运行新模
式袁对案件评查中发现的问题袁从严从实尧
从细从根检视剖析袁 确保逐一整改到位袁
不断促进自我检视尧自我革新尧自我提升袁
深化案件评查结果运用袁 以查促改提升办
案质效袁努力增强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尧
幸福感和安全感遥

渊慧慧 鄂然冤

锡尼讯 野请问检察官袁无子女的老人袁失
去劳动能力后该由谁来赡养冶野用工单位拖欠
交通补助费用和加班补贴袁如何维权冶噎噎2
月 5日上午袁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人民检察院
组织检察人员开展了野元宵佳节巧普法尧法治
宣传融民俗冶普法宣传活动袁让老百姓在看表
演尧 赏花灯尧 品美食的过程中又加入了一道
野法治文化美食大餐冶遥

活动现场袁检察人员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尧

发放宣传资料尧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袁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向现场群众宣传相关法律知识遥
期间袁累计发放叶民法典曳叶未成年人保护法曳
叶信访工作条例曳 等读本 40余本袁 分发反电
诈尧防范诈骗等各类法治宣传折页 100 余份袁
解答法律咨询 20余人次遥

此次活动袁 将传统节日与普法宣传巧妙
结合起来袁营造了尊法尧学法尧守法尧用法的良
好氛围袁有效增强了群众的法治观念遥渊孟明冤

元宵佳节巧普法 法治宣传融民俗

巴彦浩特讯 近日袁阿拉善盟阿左旗人民
法院利用线上方式成功化解一起跨国矛盾纠
纷遥
原被告原本均居住于阿左旗袁 后前往德

国留学袁双方发生矛盾纠纷后袁一方通过网上
立案方式诉至阿左旗人民法院遥 该院多元化
调解中心接到案件后袁 第一时间与原被告双
方取得联系遥 经沟通袁双方均同意进行调解遥
但由于双方均在国外袁 且中国与德国有 7个

小时的时差袁调解员本着便民原则袁利用自己
的休息时间组织双方开展线上调解遥 调解过
程中袁 因双方当事人手机号均为德国手机号
码袁无法与国内平台进行连接袁调解员多次与
技术人员协调袁 最终克服重重困难将双方手
机号码成功与国内平台进行连接遥 通过网络
连线袁 双方最终厘清案件事实袁 达成调解协
议袁 调解员制作调解书并在线送达至双方当
事人袁该起纠纷得以顺利化解遥 渊刘志刚冤

跨国矛盾“云调解” 定分止争“释前嫌”

科布尔讯为了加强法院干部队伍建设袁配
齐用好干部人才袁近年来袁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
人民法院突出实干选优袁 在满足有职数空缺和
符合任职年限等前提条件下袁 择优晋升政治素
质好尧工作实绩突出尧群众公认度高的干部遥
按照相关规定袁经谈话推荐尧民主推荐尧

民主测评尧资格审查尧组织考察尧讨论决定尧任
前公示并报旗委组织部审核同意袁 该院完成
了 13名干警的职级晋升袁配齐配强了干部队

伍遥 近日袁该院召开全院干警大会袁会上该院
党组书记尧院长帅宇兵宣读任职决定遥

帅宇兵强调袁目前察右中旗人民法院干部
队伍已经基本完善袁全体干警要继续发挥优良
传统尧注重团结尧讲究协作尧相互支持袁自觉服
从安排袁维护好团结稳定袁带领全院干警共同
开创察右中旗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新局面袁
不断推动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遥

渊付春雨冤

择优晋升强队伍 凝心聚力谋发展

阿木古郎讯 近日袁 呼伦贝尔市新巴尔
虎左旗人民法院召开 2023 年工作部署会
议遥会上袁该院党组书记尧院长鄂巍传达学习
了近期上级法院尧党委政府召开的重要会议
精神袁 对 2022年法院审判质效 渊蒙马奔腾
2022冤 指标情况进行了通报和解读袁 并对
2023年各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遥

会议指出袁全院要牢固树立野一盘棋冶意
识袁强力推进诉源治理袁积极争取旗委尧旗政
府支持袁构建全社会协同联通机制袁形成综

合治理格局曰 切实提高民商事案件诉前保
全尧诉中保全比率曰完善调解协议履行保障
机制曰依法打击违反财产报告令尧规避执行尧
拒不执行等行为曰加强执行宣传袁做足释法
明理袁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
身边遥 同时袁要扎实做好惠民生尧防风险尧保
稳定工作袁 抓紧抓实审判执行第一要务袁不
折不扣履行好主责主业袁推动法院各项工作
提档升级遥

渊贾玉鑫冤

擎旗定向吹号角 深耕司法“责任田”

树林召讯 2月 5日袁正值元宵佳节袁达
拉特旗市政广场人流如潮袁喜气洋洋袁鄂尔
多斯市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联合司法局尧
公安局尧民政局等单位依托节日契机袁组织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法治宣传活动遥
活动现场袁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尧现

场讲解尧 发放宣传手册及宣传小礼品等方
式袁 向群众广泛普及法律知识袁 引导群众
树立办事依法尧遇事找法尧解决问题用法的

法治意识遥 期间袁共发放民法典尧中小学生
法治宣传手册等宣传册及宣传小礼品 300
余份袁解答群众咨询 21人次遥
此次活动袁 将普法宣传与传统节日相

结合袁 让老百姓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法治
文化的熏陶袁 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学法尧懂
法尧守法尧用法的积极性袁有效增强了群众
的法治观念遥

渊李博冤

联合普法掀热潮 法治同行润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