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镇法庭：

送 法 送 暖 进 校 园

万年讯 “ 同学们 ， 你们知道 《 宪法》

《 民法典》 吗……” 为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的法

治教育， 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 近

日， 万年县人民法院石镇镇法庭的法官来到石

镇镇最偏远村小开展送法送暖进校园活动， 为

同学们带去精彩的开学第一课。

“ 未成年人背着父母打赏主播几万元 ，

这些钱还能不能再要回来 ？” 授课现场 ， 负

责授课的法官开门见山地抛出一系列问题 ，

同学们的思考积极性和参与热情一下就被调

动了起来 。 “ 我知道 ， 我知道 ！” “ 可以要

回来” ……同学们纷纷举手抢答 ， 现场气氛

十分活跃。

法官针对这个话题 ， 给同学们普及了有

关赠与 、 抖音打赏等涉及 《 宪法》 《 民法

典》 的相关知识， 并针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发

展特点和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的情况 ， 深入浅

出地为学生们讲解了各类案例中涉及的法律

责任和法律常识。 同时， 围绕校园欺凌 、 性

侵预防 、 禁毒及道路交通安全等进行宣讲 ，

教育同学们要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 ， 学会正

确处理校园中常见的矛盾纠纷 ， 远离暴力 ，

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好学生。

此次活动， 不仅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起到

了良性引导作用， 也助推了校园法治建设。 近

年来， 万年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青少年法治教

育工作， 充分利用“ 开学第一课”、 庭审进校

园、 模拟法庭等形式， 帮助青少年提高法律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多措并举助力校园法治教

育， 传递司法正能量， 根植法律信仰。

（ 刘存文 喻欢）

广信讯 近日，一对父子因拆迁安置地

基发生纠纷，广信区法院法官通过多方联

动 ，数次耐心细致地调解 ，成功地让分歧

很大的案件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促进了

家庭与社会的和谐，受到了当地群众一致

好评。

周某系广信区旭日街道办某村村民，

共生育有

3

个儿子，其中大儿子周某甲与

三儿子周某乙均已成家并迁出户口。 二儿

子周某丙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且未成家，其

户口也一直与周某在一起。

2006

年，当地

政府对原告周某及二儿子周某丙户口所

在地进行拆迁安置，原告周某及二儿子周

某丙分得一块

160

平方米的安置地基，后

该地基被大儿子周某甲与三儿子周某乙

共同建房。 原告周某诉称，是大儿子周某

甲与三儿子周某乙在未经原告周某同意

的情况下联手蛮横建房的，而被告周某甲

与周某乙辩称当初建房之前是经过父亲

周某同意且经村委会见证签订了 《 协议

书》 ， 由周某甲与周某乙轮流照顾扶助限

制行为能力的周某丙，周某才自愿将安置

地基交由两被告建房的。 庭审中，双方各

持己见争得面红耳赤。

承办法官考虑到此案系家庭纠纷 ，

为了挽救亲情 、促进和谐 ，多次到所在村

委会了解案情及拆迁安置政策 ， 多次给

双方当事人做调解工作 。

3

月

7

日 ，承办

法官再次组织双方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

代理人到村委会 ，并邀请了村委会书记 、

当事人亲属等到场参与调解 。 承办法官

从法律规定及亲情角度入手 ， 并从拆迁

安置政策等不同角度向双方明法释理 ，

经过三个小时的调解 ， 双方终于消除误

会达成和解 ， 原告当场向法院递交了一

份撤诉申请。 该案的成功调解，体现了法

律的温度 ， 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的统一。

（ 齐秋瑾）

父子争地闹不和 法官巧断“家务事”

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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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法院：

庭审实现全流程无纸化

余干县司法局：

全力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

简 讯

阳春三月，冰消雪融。 和暖的天气带来了春意，同样带着暖意

的法官，也将诉讼服务的春风送到了企业身边。 近日，鄱阳县法院

芦田法庭成功调解了一起企业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让司法服

务的温暖融解了两企业之间的“ 坚冰”。

2018

年，原告鄱阳某照明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江门某

灯饰厂签订《 照明材料销售合同》 ，约定由原告为被告提供照明

材料，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开始，原、被告业务往来正常，原告

按照被告的货单及时提供货物，被告顺利投入生产使用，并及时

履行交付货款义务。 一年之后，随着业务往来逐渐扩大，双方的

矛盾也慢慢增加。原告请求被告对货款及时进行确认，被告均以

种种理由推脱，对剩下的

4

万余元的货款拖延不愿支付。

为了这笔余款，原告想尽办法、百般催促，始终未能如愿，两

家企业间的关系也一度降到冰点。无奈之下，原告鄱阳某照明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只能将被告江门某灯饰厂诉至芦田法庭， 要求

被告支付剩余的货款。

接到诉讼材料后， 办案法官考虑到原、 被告相距六七百公

里，首选诉前调解，采用电话、微信分别联系了原、被告企业，了

解案情后发现，两家企业在货物数量、货款金额方面存在分歧，

因此关系弄得很僵，互相之间也再无往来联系。

该如何打破隔阂呢？ 办案法官下定决心：春风化雨，可消寒

冰！ 为了让当事人省时省力、不必来回奔波，法官不断与原被告

企业联系沟通，一点点增进企业的信任感。

“ 既然你们在来往账目上存在争议，彼此不信任，那我们帮

你核对， 你看怎么样

?

”“ 你看现在已经影响你们生产经营了，这

样下去只会两败俱伤，我们帮你重新梳理账目，再结合你们提供

的证据来认定，你觉得如何

?

”……经过一番番解释说明，双方当

事人的态度慢慢不再强硬。

在传话的过程中，办案法官将一方企业抱怨、诉苦的话留在

身后，将核心诉求和温言细语送到另一方企业耳朵里，不断从中

斡旋，为原、被告反复说好话、解心结。 针对被告企业存在的拖

延、推诿的“ 被告”心态，办案法官在温和耐心交流的同时，也着

重向其讲明他们这一行为的法律后果，循循善诱，与被告企业负

责人展开换位思考，使他们体谅原告企业的心情。

辛苦努力没有白费，经过办案法官软磨硬泡，原、被告企业

缓和了关系，双方当事人终于同意重新梳理账目。 理清账款后，

法官认真地核对双方的请求，经过耐心细致的释法说理，终于做

通了双方的思想工作，被告如数还清了货款，原告收到货款后，

来法庭主动撤回了起诉， 这起买卖合同纠纷案终于画上了圆满

的句号。

近年来，鄱阳法院不断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向纵深开展，以

加大诉前调解力度、关注企业诉讼需求、降低企业诉讼成本等为发

力点，秉持“ 安商、护商、暖商”理念，快立、快调、快审、快结，着重构

建省时、省力、省心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健康有序发展，赢

得了企业的广泛好评。

（ 王姬）

司 法 服 务 融 化 “ 坚 冰 ”

———鄱阳法院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余干讯 今年以来，余干县司法局立足职能

保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作为，紧盯市场

主体和群众期盼，务实工作举措，全力推进一流

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开设涉企宣传及办事窗口 。 在局机关一

楼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立优化法治化营商环

境宣传及办事窗口，加强与企业之间的沟通、

联系

,

尽最大努力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 ，解决

实际困难。

送法进企业。 县司法局相关负责人深入县

创新创业园，开展“ 送法进企业，助力优化营商

环境”有关工作，同园区负责人商讨打造一流法

治化营商环境工作，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

发展规划以及企业运营中存在的司法需求，并

对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释疑解惑。

人民调解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余干县司法

局坚持“ 调解只跑一地”原则，依托基层社会治

理架构

,

在各个乡镇设立矛盾纠纷调处中心

,

实

现一个中心对外，一站式服务。推行企业纠纷排

查机制， 组织各司法所和人民调解委员会深入

辖区内的工业园区、 生产车间、 各行业经营场

所，围绕生产经营、劳动用工、合同纠纷、经济纠

纷等开展矛盾纠纷排查。

（ 吴芊芊 郑小雪）

鄱阳讯 近日，鄱阳县人民法院依法适用简

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债务纠纷案件。 与

以往案件审理不同的是， 该案以电子档案作为

办理案件的唯一依据，实现了全流程无纸化。

开庭审理前， 法官核实检查当事人提供的

证据材料， 确认无误后交由法官助理转化成电

子卷宗并立卷审核，以保证电子卷宗的完整性、

准确性。同时，利用电子法院系统对案件双方当

事人进行庭前网上证据交换。

走进审判庭时， 书记员已经将法庭的各项

设备调试好，法官“ 轻装”上阵，伴随着一声清脆

的法槌声响，庭审正式开始。 庭审过程中，法官

熟练地操作着面前的电脑，调取卷宗材料，并同

步推送给双方当事人， 当事人根据对方出示的

证据进行质证， 极大地节省了庭审中翻阅查找

卷宗和传递证据材料的时间。庭审结束，双方当

事人核对笔录后， 通过签名板进行电子签名并

按下指纹。随后，笔录直接转为电子档案上传至

审判管理系统，实现电子卷宗随案生成。

无纸化庭审不仅大大提高了庭审效率、节

约了司法资源，更实现了庭审过程全程留痕。下

一步，鄱阳法院将持续推进“ 智慧法院”建设，拓

宽工作思路， 运用信息化手段助力审判执行工

作，努力提高办案质效，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

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 姚君明）

德兴讯 近日， 湖北豪顺钻井服务有限

公司负责人将一面写有“ 破案神速、真情护

企”的锦旗送到德兴市公安局银山派出所，

以此感谢该所为企业及时追回被盗的生产

资料———反井钻机滚刀。

3

月

15

日上午

10

时许，银山派出所接

到湖北豪顺钻井服务有限公司报案称，其

停放在银山矿斜坡道口用来钻井、 价值

2

万余元的反井钻机滚刀设备被盗， 使企业

生产受到影响。

警情就是命令。 为企业保驾护航是公

安民警义不容辞的职责。 在接到报警后，银

山派出所立即启动侵财案件合成作战模

式，并与刑警大队取得联系，共同组织警力

赶往案发现场。

在现场勘察中， 民警并未发现任何有

价值的线索。 随后，办案民警调取了周边的

监控视频，通过近三个小时的细致查看，终

于发现在

3

月

15

日凌晨

1

时许，有个人曾

骑电瓶车到反井钻机刀盘旁， 并不停往车

上搬东西， 之后往银山矿外运公路的茶叶

山方向骑去。

办案民警结合嫌疑人的影像特征和电

瓶车的形状，通过多方走访摸排，最终锁定

犯罪嫌疑人，并于当天下午

3

时许，成功抓

获犯罪嫌疑人姜某某。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姜某某如实交代

了

3

月

15

日凌晨进入银山矿斜坡道并盗

走了反井钻机滚刀， 并以

300

元的价钱卖

给了某废品收购站的犯罪事实。 为了尽快

为企业挽回损失，办案民警马不停蹄赶到

某废品收购站，依法将反井钻机滚刀追缴

回来还给企业。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该涉企案件的快速侦破只是德兴市公

安部门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

德兴市公安局坚持从自身职能出发， 结合

实际工作， 对服务营商环境的状况进行全

面审视和评估，通过开展“ 一警一企”活动，

推出“ 小案快破”举措，出台《 德兴市公安局

优化营商环境十五条措施》 ，完善公安服务

窗口“ 一厅一窗一次办结”等，不断完善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抓手和途径， 解决企

业、群众多次跑、办事难的问题。

（ 邵德初 程冲）

为强化消费者维权意识， 切实保障辖区居民合法

权益，

3

月

16

日， 江西贤和律师事务所组织党员律师

来到信州区北门街道紫阳社区开展“

3

·

15

”系列普法活

动。 活动现场，律师们向来往群众发放《民法典》《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以及预防电信诈骗等普法宣传资料，并

解答了群众关于抚养权变更、民间借贷、破产清算、法

院强制执行等方面的问题。通过此次活动，不仅增强了

辖区居民依法维权的意识， 也体现了 “人民律师为人

民”的服务宗旨，营造了良好的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浓厚

氛围。 记者 贺巍 摄

律师信箱

超市保安不得非法

对顾客进行搜身

案例：丁某到某超市购物，走出超市时，门口一

名保安怀疑丁某偷东西，要求其拿出来，丁某没有理

会，径直走出去。 保安见丁某要走便拉住他，其他保

安见状也上来紧紧拽住丁某的手阻止其离开。 丁某

多次试图挣脱均未成功，随后多名保安搜查了丁某

身上的物品，但未发现其有偷超市的东西，后丁某找

到某超市负责人要求予以赔偿。 问：丁某能否向某

超市索赔？

律师解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

一十一条规定：“以非法拘禁等方式剥夺、限制他人

的行动自由

,

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

,

受害人有权

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本案中，某超市保

安对丁某非法搜身的行为构成侵权，依法应当承担

侵权民事赔偿责任。 同时，保安的行为是在执行工

作任务，属于执行职务行为，因此丁某可以向某超市

索赔。 在实践中，若怀疑顾客盗窃，超市保安应打电

话报警，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侵犯他人隐私权应

承担法律责任

案例：

2018

年

10

月至

2021

年

4

月期间， 王某

多次通过微信、邮箱将其从张某处非法获取的包含

姓名、联系方式等信息在内的共计

200000

条公民个

人信息出售给李某、刘某等人，非法获利人民币若

干。 问：王某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

律师解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零三十二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 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

他人的隐私权。 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

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三十三条规定：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一）以电话、短信、即

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

生活安宁；（二）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

间等私密空间；（三）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

密活动；（四）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五）

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六）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

隐私权。 ”本案中，王某向他人出售非法获取的公民

个人信息，侵害了不特定公民的隐私权，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且易引发多种犯罪，影响人民群众的安全

感，威胁社会和谐稳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在实践中，侵犯他人隐私权，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情

节严重的甚至构成刑事犯罪。

侵犯他人人格权应

承担法律责任

案例：郑某（ 女）系某市邮政储蓄所营业厅职工，

2018

年

7

月

18

日上午，王某（ 男）到某市邮政储蓄

所营业厅办理业务。郑某向王某介绍了保险业务，王

某当场了办理

1

万元的保险。王某回家后，其母亲李

某（ 女）带其来某市邮政储蓄所营业厅，要求郑某将

其儿子王某购买的保险退掉，当日退保成功，

1

万元

保险款打到王某存折内。 自

2018

年

7

月至

2021

年

期间， 李某一直使用该存折进行存取款操作， 直至

2021

年

3

月，因银行内系统要求清理账户，李某、王

某收到银行通知后去邮政储蓄网点销户， 二人认为

此存折里还有保险

1

万元， 便多次向郑某和有关部

门索要此笔保险费， 在郑某向其多次解释已退保且

保险款已经打入王某的存折中， 李某仍多次到郑某

的工作单位找郑某理论此事及多次使用短信、 微信

辱骂郑某，给郑某的工作和生活造成影响，郑某要求

李某停止侵害并赔礼道歉。问：郑某能否要求李某停

止侵害并赔礼道歉？

律师解答：《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九百九十

五条规定：“人格权受到侵害的， 受害人有权依照本法

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受害人

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

誉、赔礼道歉请求权

,

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本案

中，王某原购买的保险款早已退回其存折中，李某无正

当理由对郑某采取以短信、微信辱骂的行为给郑某的

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影响，侵犯了李某的人格权，基于此

种情况，郑某可以要求李某停止侵害并赔礼道歉。

（江西贤和律师事务所 宣文丽 律师 鲁加乐

实习律师 记者贺巍整理）

警方行动

德兴警方快速侦破一起涉企案件

普法宣传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