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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武大为 通讯
员 文左龙 左卉）为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检验和巩固
法院法官、干警学习十九大精神
成果，引导干警自觉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
近日，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全体
法官、干警开展了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理论考试和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知识竞赛。

在理论考试和知识竞赛之
前，该院认真组织了党的十九大
精神理论知识自学，通过发放《党

的十九大精神应知应会 300 题》
《机关党员干部应知应会300题》
等读本，以及利用“十九大报告学
习笔记”等手机APP软件自学，对
党的十九大精神有了更进一步的
理解和掌握。

通过本次活动，该院进一步
提升了全体法官、干警对党的忠
诚和信仰，促进全体法官、干警更
加全面地、系统地研读和掌握十
九大报告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
略，为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提供强
有力的司法保障。

常德中院开展十九大理论考试和知识竞赛本报讯（记者 杨志英 通讯员
陈伟）4月22日上午，全省军休功臣
疗养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市桃源县古

道茶旅度假村举行，来自全省各市
州军休系统一、二等功臣及优秀军
休老干部共62人参加此次活动，为

期7天。
此次疗养活动由省民政厅主

办，活动主要内容包括学习党的

十九大精神、养生知识讲座、功臣
事迹和书法棋牌交流、钓鱼比赛、
感知常德城、踏景桃花源、观看歌
颂祖国和反映军队现代化影片、
参观常德老西门抗战文化展示
馆、十里茶乡行、篝火晚会等。

我省首届军休功臣疗养活动在常德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白 通讯员
杨维维）今年以来，武陵区人民检
察院致力打造“书香检察”，在提
升检察干警政治业务素质和文化
水平的同时，积极引导检察干警
树立终身学习、终身读书的理念，
逐步养成爱读书、读好书、善思
索、勤修身的良好习惯。

据悉，该院确定本年度4月为“读
书月”，要求全院干警每人读一本书，
写一篇心得体会。读书月活动开始
以来，干警们在工作之余，纷纷走进图

书馆借阅图书，接受思想洗礼，沐浴文
化恩泽，享受阅读快乐，进一步增强了
干警文化底蕴，提升了文化品位。

武陵区检察院图书馆藏书
2000余册、报刊杂志百余种，主要
包含政治、法律、哲学、文学、科普等
类别，图书馆每天开放，全院干警
可随时借阅。此外，该院通过定期
开展诵读比赛、演讲比赛、好书推
荐等活动，为干警搭建接受教育、
展示才能、互帮互学的平台，分享
业务经验、人生感悟和读书心得。

武陵区检察院致力打造“书香检察”

本报讯（记者 杨志英 通讯
员 唐芳 谭蕾）4月19日，记者从
全市车管工作会议上获悉，石门
县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澧县交
警大队车辆管理所、鼎城区交警
大队车辆管理所、常德经开区交
警大队车辆管理所被评为2017年
度全市县级“一等车辆管理所”。

目前，全市共有9个县级交警
大队车管分所，主要负责承办辖
区机动车注册、变更、转移、抵押、
注销登记，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补
领、换领、审验及受理机动车和驾
驶员相关的其他业务。

此次，市交警支队通过远程
监控、明查暗访、回访、抽查、调取

业务数据、社会监督等形式，强化
监管职能，对全市县级车管分所
进行等级评定，促进各分所争先
创优，共同提高车管服务水平。

近年，交警车管部门坚持“以
等级化评定为载体，以素质教育
为根本、以业务规范为核心、以人
民满意为目标”，全力打造亲民便
民利民车管所，加大智能科技在
车管工作中的应用力度，建立了

“网上车管所”“掌上车管所”，将
“群众跑”变为“数据跑”，将“开门
办”变为“上门办”。同时，简政放
权、延伸车管触角，加强车管分所
建设，让车管服务距离更近、服务
质量更高、群众更满意。

车管所开展等级评定

本报讯（记者 武大为 通讯员 燕岩山 文左龙）
“请前方执行人员立即清理现场，安全锁好门窗
后，依法张贴封条。”4月16日，常德市中级人民
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值班人员发出指令，从监控
大屏幕上可以看到，执行干警正在武陵区某社
区实施房屋查封。这种看似高科技的新型执行
手段，在常德法院已经成为常态。我市法院大
力打造“智慧法院”，建立了10个执行指挥中心，
实现各区县（市）全覆盖，已成为破解执行难的

“利器”。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庄严提出“用两到三
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承诺，指出“司法改革和
信息化建设是人民司法事业发展的车之两轮、鸟
之两翼”。常德法院在率先抓好司法改革的同
时，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大力打造“智慧
法院”，特别是信息化建设，极大地提升了执行效
率，促使一大批执行案件迅速执结，受到了当事
人的高度好评。目前，常德中院及9个基层法院
全部建成执行指挥中心，总体面积 660.19 平方
米，共设有13块显示屏，配有49部单兵，5台执行
指挥车，执法记录仪125部，设备齐全，功能先进。

法院执行指挥中心集远程执行指挥、网络集
中查控、失信曝光、信息回传、实时监控、执行信
息公开、召开视频会议等多种功能，与上下级法
院全面联网，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统一调
配、统一指挥。单兵系统可以实现传输执行现场
画面到指挥中心，达到“现场直播”效果，不仅可
以在执行指挥中心统一调度，而且可以对执行全
程进行录音录像，确保执行的公正和公开，提升
司法公信力。网络集中查控功能，可以查询被执
行人存款、房产、车辆、工商、证券等相关信息，让

“老赖”的财产无所遁形，对查到的财产立即采取

查控措施，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法律义务，或
对财产依法采取拍卖变卖等强制措施，大大提高
了执行效率，节约了执行成本，并对被执行人及
潜在赖账者形成了强大威慑。

同时，两级法院切实加大反规避执行力度，
充分保障申请人合法权益，执行指挥中心还与全
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系统联网，全市法院目前共
将10928名“老赖”纳入被执行人“黑名单”库，通
过报纸、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电子显示屏等
措施曝光“老赖”姓名、身份证号码、
住址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等信息，限制 113 人次乘
坐飞机、高铁等高消费，对11
人次购置不动产、机动车
辆等行为进行限制，
使其社会信用降低，
对其形成巨大的心
理压力，从而迫使失信
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
务。

“智慧法院”力破执行难
■ 常德中院及9个基层法院全部建成执行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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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2018 年 2 月 1 日，武陵区一经

营不到半年的健身会所突然关门，
吸纳的会员会费超过百万元，经营
方却失联，年关将近，会所的突然关
门让30多名员工和800多名会员的
愤怒情绪迅速发酵。

3 月初，武陵公安分局芷兰派
出所干警将健身会所老板王某某抓
捕。然而，经过公安机关紧锣密鼓
的审讯侦查，通过各项证据初步排
除了王某某诈骗罪的可能。但王某
某负债累累，他本人及家庭都无法
承担后续会员可能提出的民事赔
偿。3 月12 日，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与会员代表召开了案情介绍以及情
况分析会，听取了代表的诉求。会
后，芷兰街道综治办、派出所、司法

所等工作人员与欢乐城、王某某方
面协商后续处理，并积极联系周边
有实力有影响力的健身会所能否接
纳会员。最后某国际健身俱乐部所
本着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带头
树立良好行业道德规范的初心，表
示愿意接纳该健身会所全体会员继
续进行健身活动，有效地化解了即
将发生的群体性涉稳案件。

律师说法：湖南悦凌律师事务所
胡振华律师认为，会员卡是一种预付
费的消费模式，持卡消费者与经营者
之间是一种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在
这种服务合同关系中，持卡者已经
履行了预付款义务，经营者在收款
后要履行其相应的服务义务。

律师支招：
胡振华律师认为，消费者在看

到会员卡具有优惠性的同时，也要
注意到未来履行不能的风险性，理
性消费，依法维权。他提出了四点
具体建议：

一是严审资质，理性消费。要
综合考量经营者的资质、实力、口
碑，选择“靠谱”的经营者；要合理分
析自身消费需求和经济条件，不在
会员卡中一次性存储大量现金，避
免经营者违约时造成损失过大。

二是签好合同，维权有据。要
签订规范的合同，在合同中明确双
方的权利义务，将具体价格标准、服
务标准、有效次数、使用时间、使用
权限、违约责任等条款列入合同，在
今后出现纠纷时作为依据。

三是索取票据，明白消费。所
有消费情况的数据都在经营者电脑

里，经营者不向消费者提供消费凭
证和消费明细，在目前是普遍现
象。为了防止经营者修改消费记
录，消费者应即时索取消费记录，或
者对经营者的电脑记录拍照存查。
一旦出现争议，消费者可以自己证
明卡内金额，有据可查。

四是敢于说不，依法维权。要
擦亮双眼，对经营者在合同中以小
字出现或出现在不显眼位置的

“禁止转让”“一经售出概不退还”
“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等霸王
条款予以充分注意，及时提出异
议；对经营者在年节不接受消费
者用卡消费、不按约打折消费的
做法即时投诉；发现经营者有逃
跑苗头时及时起诉，对涉嫌诈骗
的要及时报案。

健身会所突关门 会员维权陷两难
□本报记者 杨志英 通讯员 邹启明

4 月 19 日，汉
寿县“知路·爱路·
护路”宣传教育月
活动启动仪式在汉
寿县五中举行。通
过活动开展，将有
助于进一步提高全
县青少年的爱路护
路意识，调动各方
力量参与到铁路护
路联防工作和爱路
护路活动中来，确
保铁路运输安全畅
通。图为启动仪式
现场。
本报通讯员
刘圣鸿 王家齐

孙 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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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7日，常德市武陵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二次会议决定接受唐孟元同志辞去常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职务；4月18日，汉寿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
会议决定接受陈坚毅同志辞去常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根据法律规定，唐孟元、陈坚毅同志的常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资格终止，由常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2018年4月17日，常德市武陵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依法补选向明华同志为常德市第七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4月18日，汉寿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一次会议依法补选高军同志为常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经常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并经常德
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确认，向明华、高军同
志的代表资格有效。

截至目前，常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478名。
现予公告。

常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8年4月20日

常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2018年第2号）

任命：
高 军同志为常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向明华同志为常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文国银同志为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庭长；
祁圣友同志为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于前军同志为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
肖丕国同志为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胡志勇同志为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刘 锋同志为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林业审判庭庭长；
孙孝明同志为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侯克山同志为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副庭长；
张秋岚同志为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金春明同志为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副庭长；
樊 英同志为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戴小军同志为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龚哲羲同志为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罗 真同志为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副庭长；
卜玉平同志为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刘祖军同志为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许文毅同志为常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免去：
文国银同志的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职务；
祁圣友同志的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职务；
肖丕国同志的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庭长职务；
孙智勇同志的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林业审判庭庭长职务；
孙孝明同志的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职务；
侯克山同志的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
张秋岚同志的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金春明同志的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樊 英同志的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副庭长职务；
熊利波同志的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李 丹同志的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彭先桥同志的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袁美丽同志的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柳立武同志的常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靳湘辉同志的常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张治民同志的常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常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18年4月20日常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三次会议通过）

“感谢贵院的倾力支持以及检
察官的积极帮助，我院得以成功办
理此案，特撰此信以申感谢之情”，
近日，常德市白洋堤地区人民检察
院收到来自上海市青东农场区人民
检察院一封特殊的感谢信。

2017年年初，上海市青东农场
区人民检察院在工作中发现，罪犯
欧某某因犯盗窃罪被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五个
月，现羁押于该市青浦监狱服刑。
原判法院在办理其盗窃案件时，未

发现该犯曾以阳某之名犯罪并受到
刑事处罚这一事实。青东农场区检
察院在提请上级院按照审判监督程
序提出抗诉时，需要调取湖南方面
的相关证据材料，重点是该犯在湖
南省津市监狱服刑期间的身份比对
证据等。

但由于此案情况复杂，且案件办
理时间紧、任务较重，如何在审理期
限内高效高质办结此案，办案人员综
合权衡利弊，当前之计惟有求助“外
援”，遂发函请求湖南检方的协助。

湖南省检察院执检局在接到上海检
方的请求后，指示常德市白洋堤地区
人民检察院全力做好配合工作。

在接到省检察院指示后，白洋
堤地区人民检察院立即指令该院派
驻津市检察室开展调查取证。由于
该案启动的是再审程序，对证据的
要求更多，标准更高，派驻检察官多
次深入监区，反复收集、调取欧某某
在津市监狱服刑的相关信息，最终
收集固定了相关证据链条，为案件
办理提供了坚实有力的证据支持。

在白洋堤地区人民检察院全力
支持下，上海青东农场区人民检察
院得以成功办理该案，再审判决对
该犯刑期予以纠正，准确惩治了犯
罪，有效维护了司法公正。为此，青
东农场区人民检察院特写来感谢信
以表谢意。

“全国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
捍卫公平正义是团结齐心，上下一
盘棋。我院将继续加强与‘兄弟院’
跨区域间的监督协作，一如既往地
为兄弟院提供及时、有效的协助！”
白洋堤地区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人
表示。

一封来自上海的感谢信
□本报记者 王伟杰 李白 通迅员 徐谦 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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