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为进一步深化“放管

服”改革，稳步有序推进婚姻登记异地办

理，省民政厅办公室印发了《贵州省内地居

民婚姻登记“全省通办”改革试点工作实施

方案》，决定自 2021年 10月 1日起至 2022年

9 月 30 日，实施贵州省内地居民婚姻登记

“全省通办”改革试点。为做好毕节市婚姻

登记“全省通办”改革试点工作，方便群众

就近办理结 （离） 婚登记，毕节市民政局发

布改革试点工作相关事项通告。

通告称，将省内内地居民结 （离） 婚登

记由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

机关办理，扩大到在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

在地或毕节市经常居住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

理。

男女一方或双方常住户口所在地在贵州

省的内地居民，可以在常住户口所在地或在

毕节市经常居住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办理

结 （离） 婚登记。部队驻地、入伍前常住户

口所在地或者另一方常住户口所在地在贵州

省的现役军人，可以在现役军人部队驻地或

入伍前常住户口所在地、非现役军人一方常

住户口所在地或在毕节市经常居住地的婚姻

登记机关办理结 （离） 婚登记。补领婚姻登

记证和涉外、涉港澳台居民和华侨婚姻登记

等业务仍按原方式办理，不列入此次“全省

通办”试点范围。申请办理离婚登记的双方

当事人，离婚冷静期届满后，决定办理离婚

登记的，应当在离婚冷静期届满后的 30 日

内，双方亲自到申请离婚登记的婚姻登记机

关办理离婚证。当事人选择在一方经常居住

地申请办理结 （离） 婚登记的，必须由经常

居住地的县级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当事人除

需提交《婚姻登记条例》第五条和第十一条

规定的证件外，还应当提交一方当事人经常

居住地的有效居住证。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

地和常住户口所在地同属毕节市的，跨区域

办理结 （离） 婚登记无需提供居住证。

市民还可通过贵州民政微信公众号、贵

州省民政厅官网等平台预约结 （离） 婚登

记，错峰办理。

（毕节市民政局供稿）

本报讯 （记者 吴 雄） 9 月 29 日，

毕节杏康康复医院正式开业，这是七星

关城区首家二级专科康复医院。

据了解，该医院拥有未成年人、成

人、中医传统康复设备，螺旋 CT 等 300
余台先进康复医疗设施设备，能够满足

儿童康复、神经康复、骨与关节康复等

不同患者需求。

当日，该院还举行了全免费的“特

殊未成年人训练营”启动仪式。据该院

相关负责人介绍，“关爱特殊未成年人、

康复健康人生”是此次活动的主题，医

院将充分利用先进设备的优良性，在语

言障碍、肢体训练、音乐启发、兴趣爱

好等方面对参加活动的特殊未成年人进

行为期一周的训练。这样的活动将会不

定期地开展。

毕节新增一家
二级专科康复医院

毕节市

开展婚姻登记“全省通办”改革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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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打官司”，很多群众都怕，怕费

时费力，最终却得不到一个结果。

为此，安洛人民法庭对一些案件事实清

楚，法律关系明确，双方都没有争议的案

件，采取简易程序，特别是针对经济纠纷类

案件——“支付令”成了部分当事人的“定

心丸”，极大地为群众节约了时间和经济成

本。

“来法庭之前，我都没想到那么快能拿

到结果……”拿着“支付令”站在安洛人民

法庭大门口的陈某，脸上洋溢着笑容。

2014 年，陈某在遵义凤岗修路，向被告

唐某承包了部分工程。工程完工后，双方约

定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结算，但唐某一直未支

付。

今年 7 月 30 日，陈某到安洛人民法庭起

诉，请求唐某支付其合同欠款。

经承办法官审查后，案件事实清楚，且

适用督促程序审理，于 8 月 3 日作出“支付

令”。

“如果是一般程序，从起诉到结案，一

般情况是 3 个月。但对‘支付令’来说，一

般一周就能完成相关程序，15 天就能生效，

既方便又快捷。”该人民法庭法官祁登建说。

时间就是金钱，为切实提高办案效率，

减轻群众诉累，安洛人民法庭推行案件繁简

分流，通过审查案件事实，合理适用督促、

速裁程序，使得当事人的矛盾纠纷能得到快

速解决。

去年以来，该法庭适用督促程序案件 43
件、速裁程序 160余件。

不 仅 如 此 ， 该 法 庭 还 加 强 与 辖 区 乡

（镇） 政府、人民调解委员会等联系，对法律

关系简单、事实清楚的案件实行诉前调解。

2018 年 5 月 10 日，安洛人民法庭同金沙

县人民法院立案庭、金沙县安洛乡人民调解

委员会于安洛乡三级联动视频接访中心协调

联动，成功化解 8 起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

同纠纷，并进行了司法确认。

近三年来，安洛人民法庭通过委派调解

纠纷 620 余件，司法确认 15 起，为提升基层

社会治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良好的

法治环境。

一直以来，安洛人民法庭都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树立民生优先导

向，倾心倾情倾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

盼”，力行司法便民之举，力以司法“温

度”赢得群众的满意和认可，不断书写新时

代司法为民新篇章。

金沙县新化乡安洛人民法庭：

老百姓身边的温情法庭
□ 陈 香

山高路远的金沙县新化乡，连绵起伏的群山，一层叠着一

层，一山高过一山。

山脚下，安洛人民法庭静静地矗立在新化乡背街最高处，显

得庄严肃穆。

安洛人民法庭辖大田、安洛、新化 3 个乡镇，现有员额法官 2

名，法官助理、法警各1名，书记员、辅警各2名。

这里，地广人稀，群众上法庭不便，“上门服务”就成了安洛

人民法庭的常规工作。

同时，安洛人民法庭积极作为，切实提高办案效率，减轻诉

累，用“支付令”为群众“支付”安心。

蜿蜒盘旋的山间公路上，一辆接

一辆的运煤车，拖着沉重的“身躯”，

向山垭驶去。

辖区内各大中小型煤矿，分布在

山间地头，这是支持当地经济发展的

主要产业，也是群众收入的主要来源

之一，一分一厘，都凝聚了群众的血

汗。

为 此 ， 对 涉 及 群 众 与 煤 矿 的 案

件，安洛人民法庭十分重视，经过长

年累月的经验积累，处理起此类案件

来得心应手，群众反响良好。

“法官，我们家要散伙咯！”

“怎么回事？”

“我们工资一直发不起，我媳妇说

再不交生活费，就要和我离婚……”

2019 年 10 月的一天早上，法庭的

大门刚打开，就迎来了 137名当事人，

涉及人员之多，法官也吓了一跳。

他们大多是当地群众，长期在当

地煤矿作业，因多次追索劳动报酬未

果，遂诉至法院。

“见他们个个神情焦灼，我们一边

耐心抚慰，一边迅速审查材料，及时

受理这起‘涉众型’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案。”法庭庭长曾昌明说，“我们第

一时间联系该煤矿负责人了解案件情

况，在摸清案子来龙去脉及法律关系

事实后，多次向煤矿负责人释明法律

法规关于农民工工资的相关规定，对

其晓之以法、动之以情，并及时向原

告反馈。最终双方当事人同意庭前调

解。没多久，就成功化解了这起劳动

纠纷。”

这仅仅是安洛人民法庭开展此类

案件的一个缩影。

据悉，安洛人民法庭辖区现存续

煤矿共计 17 家，追索劳动报酬、工伤

保险待遇纠纷等涉及民生案件占比较

大，法庭坚持“群众案件无小案”，以

及“一案一家庭”理念，竭心尽力办

理每一起案件。

与此同时，安洛人民法庭在积极

开展涉煤矿矛盾纠纷化解的基础上，

主动同相关部门协作，大力开展法治

宣传，增强煤矿企业及辖区群众法治

意识，促进矿山治理。

“开展涉及煤矿纠纷案件审判时，

我们都会有针对性地向企业普及相关

法律法规，引导他们积极转变发展思

维，在牟取经济利益的同时，注重矿

山治理，恢复生态，还群众青山绿

水。”曾昌明说。

辖区的化竹煤矿开采点，就是矿

山治理的一个典型。

走进化竹煤矿开采地，曾经被开

采得光秃秃的山头，如今变成了山清

水秀的好地方。恢复经果林、草坡等

绿色植物，实现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

的有机融合，让工矿废弃区变成一座

座金山银山。

站在最高处的亭子里，看着下方

平坦的柏油路，一朵朵随风摇曳的波

斯菊，造型优美的人工湖面，涨势喜

人的松树等灌木，一幅优美的风景画

映入眼帘——法治，“染”绿了青山。

“春夏秋冬天上云，风霜雨雪脚下路。”

这句话是安洛人民法庭干警一年四季开展庭

审、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的真实写照。

由于辖区范围广，群众居住分散，加上

地理位置较高，气候影响，群众来法庭不方

便，这时往往需要法庭干警主动送法上门，

干警都说：“虽然山路崎岖，但脚步踏实，

心头不虚。”

一直以来，安洛人民法庭都坚持通过

“背篼法庭”“车载法庭”“院坝法庭”等方

式，将法律带到田间地头、带到群众身边。

“上门服务，不仅能方便群众，也能达

到以案释法目的，进一步延伸人民法庭法治

触角，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曾昌明说。

2020 年 4 月，法庭接到安洛乡罗家坝村

两位老人的诉状，斥责子女不尽赡养义务。

两位老人上了年纪，腿脚不便，居住地

离法庭较远，且该纠纷在邻里间影响很大，

为给老人解决烦忧，促进和谐，营造良好的

社会风尚，法庭当即决定到老人家中公开开

庭，并邀请了该村村干部、群众、学生等旁

听。

庭审中，法官着眼家庭成员之间矛盾，

一一击破，释法明理、耐心劝说，最终使一

家人重归于好。

同时，法官还以此案为例，给旁听人员

普及法律知识和我国优良传统美德，达到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案件承办法官曾昌明说：“公开庭审

后，周围群众纷纷说这种做法好，让他们了

解很多法律法规，也得到启发，今后会孝老

爱亲，睦邻友好。”

此外，主动送法、定期回访，也是安洛

人民法庭干警时时挂在心上的大事。

辖区煤矿企业，群众家中……处处有他

们口干舌燥讲解法律法规的场景。

通往村组的水泥路上，也有干警们充当

“和事佬”，就地化解矛盾纠纷的身影。

近三年来，安洛人民法庭共开展巡回审

理数十次，外出送法 2000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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