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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遵义仲裁委员会正
式设立。15年来，遵义仲裁委员会
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肩负起
化解纠纷、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重
任，走出了一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特色之路。

回首遵义仲裁委员会走过的道
路，一份干事创业的“成绩单”跃然纸
上——

15年来，遵义仲裁委员会共受
理案件 4666件，涉案标的额达 67.83
亿多元；受理案件数量和争议标的额
平稳增长，2020年与2015年相比，受
理案件增长了 10倍，争议标的额翻
了 7番；普通程序结案平均 93.9天，
简易程序结案平均49.7天，远低于民
事诉讼中普通程序180天，简易程序
90天的法定审限。调解和解率、快
速结案率和自动履行率始终处在一
个较高的水平。

抓案件质量 提高公信力

“仲裁机构在解决民商事纠纷中
具有‘专家断案，一裁终局’的优势。
仲裁案件质量是仲裁事业的生命。
较高的‘调解和解率、快速结案率、自
动履行率’是仲裁制度为促进和谐的
应有之义。”谈起遵义仲裁委员会的
工作，该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牢牢抓住办案质量、效率、社会
公认是仲裁事业发展的生命线。遵

义仲裁委员会是遵义唯一一家民商
事仲裁机构，近年来积极践行《仲裁
法》，严格按照《仲裁法》公正及时地
仲裁经济纠纷，坚持公正、高效、便捷
的方式处理了大量的建筑施工合同、
商品房买卖、金融借贷、保险合同、买
卖合同、知识产权等纠纷，保护当事
人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健康发展。

“今年以来，我们受理各类案件
893件，涉案标的额14.55亿元。审结
案件 847件，结案率为 79.2%。较好
地完成年初既定的工作目标任务。”
遵义仲裁委员会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为宣传和推广仲裁制度，遵义仲
裁委员会进企业、访商会、制作宣传动
漫等宣传仲裁法、普及仲裁法，提高仲
裁制度的知晓率、选择率、满意率。

专家断案 化解纠纷

专家断案是仲裁的一大特点。
近年来，遵义仲裁委员会在聘请的仲
裁员中，不仅有法律、经济贸易专家，
还包括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其他与
仲裁有关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专家。

“在审理不同类型的纠纷案件
中，专家仲裁员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
评判是非，更加客观公正地解决纠
纷。”遵义仲裁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仲裁庭都由熟悉案件相应领
域同时擅长法律问题的专家组成，受

理之初即可上手，仲裁员充分了解当
事人产生纠纷的症结所在，从而能准
确、及时地做出公正的裁决。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为了增加专
家办案团队成员，遵义仲裁委员会还
聘请了 340名省内外法律、经济贸
易、建筑房地产重点项目、科技、金融
等专业及涉外专业，具备德才兼备、
经验丰富、办事公道的专家和学者成
为仲裁员，68名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员，形成了一支办案公正、廉洁、高
效、务实的仲裁队伍，充分体现了“专
家断案”的专业权威性，使得仲裁的
过程和裁决结果真正经得起历史的
考证。

循法、公正、廉洁是对仲裁人的
基本要求，根本素养。近年来，遵义
仲裁委员会还在基于专家断案、服务
民生的思路上，结合仲裁员、仲裁秘
书、仲裁工作管理人员三支队伍建设
的需要，采取“请进来”与“送出去”的
方式提高仲裁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
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

有机衔接 提升服务水平

强化仲裁与诉讼的有机衔接，才
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为了多
元化解社会矛盾纠纷，降低诉讼率，
遵义仲裁委员会积极投身多元化解
工作，与法院建立沟通联络机制，其
中在市中院和红花岗区、汇川区、播

州区法院诉讼服务大厅设立仲裁工
作室，对于涉及财产权益纠纷的，当
事人可到仲裁工作室申请调解。达
成调解协议后，立刻出具调解书，如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书所确定的
义务，对方当事人可直接拿着调解书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通过多渠道创新对接互通方
式，不但提高了仲裁的影响力，还强
化了仲裁服务的准确性、规范性，为
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奠定
了基础。”遵义仲裁委员会相关负责
人说。

近年来，遵义仲裁委员会创新方
式方法，加强与企业的走访联系，与
人民银行遵义中心支行建立了“金融
消费纠纷仲调对接工作机制”，搭建
金融消费纠纷化解专项仲调平台。

同时，还与遵义市工商联合组建
立了 24支公益法律服务志愿者团
队，按照“仲裁员+仲裁秘书+商会”
模式，为全市 24家市直属商会及会
员企业提供一对一免费法律服务。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遵
义仲裁委员会以“抓住企业这个点,
连起行业这条线，覆盖社会这个面”
为基本思路，访企业、进园区，让仲裁
服务为民商事主体所接纳、所选择、
所信任，让仲裁制度参与社会治理度
更高，也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记者 杨义霞）

公平正义促和谐
——遵义仲裁委员会工作扫描

本报讯 （记者 杨义霞）
近日，习水县检察院组织检察
干警深入辖区 10家企业，开
展“检企同行稳发展”大走访
活动，切实为企业发展提供有
力的司法保障。

在佳惠百货有限责任公
司、圆通速递有限公司、贵州
一品药业连锁有限公司，该院
检察干警通过实地走访，与企
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
解企业经营发展情况以及面
临的困难，旨在帮助企业找准
自身存在的风险。该院检察

干警在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
对检察机关如何更好服务企
业的建议后，表示将加大对企
业的扶持力度。

据悉，此次走访，该院干
警向走访企业发放了连心
卡，进行了问卷调查，收集了
企业对检察机关服务保障发
展的意见建议。走访结束
后，该院就走访企业收集的
信息立即进行汇总研判，制
定了定点服务企业方案和护
航产业企业持续向好发展的
精准措施。

习水县检察院

走访企业促发展

本报讯 （记者 杨义霞）8月
27日，遵义市检察院组织召开了“遵
义纪念公园树木安全隐患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民事公益诉讼案”公开听证
会，并通过“中国检察听证网”全程网
络直播。听证会邀请了人大代表、人
民监督员作为听证员，并全程监督听
证活动。

听证会上，该院案件承办人员通
过 PPT示证的方式通报案件办理情
况、展示了相关证据和介绍听证事
项。

据悉，此前，群众通过“遵检公益
掌上拍”小程序向检察机关举报了遵

义纪念公园内发生树枝掉落砸伤群
众事件。收到线索后，市检察院联合
红花岗区检察院对纪念公园树木安
全隐患及实际管理者履行管理维护
职责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发现每
天到公园内锻炼、参观的老人、小孩
和游客众多，遵义某公司作为遵义纪
念公园的管理单位，遵义某物业公司
作为纪念公园的实际管理者，因未尽
到纪念公园内树木的管理维护职责，
致使公园内枯死树木、病变腐坏树
木、倾斜树木、干枯树枝未能及时有
效清理，存在掉落伤人的安全隐患，
严重危及广大群众人身安全，损害了

社会公共利益。由此，市检察院将此
案作为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办理。

根据调查情况，检察机关积极与
上述两家公司及行业监管部门住房
与城乡建设局沟通，督促整改。现两
家公司针对纪念公园安全管理维护
问题已经进行整改，市住房与城乡建
设局进行了整改验收。

当日，听证员、办案人员向涉嫌
侵害公益主体两家公司及行业监管
部门提出 16个问题，上述单位就问
题逐一回答。听证员结合听证情况
对案件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和评
议，形成一致的听证意见，并提出“行

业监管部门和责任单位积极履职，有
效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等意见建议。

据悉，此次听证会系市检察院首
例网络直播听证会，充分体现了检察
机关“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
盼、我有所办”的为民司法办案原则，
通过网络直播让更多群众直接了解、
参与、监督检察听证全过程，“零距
离”了解司法、参与司法、监督司法，
实现了接受群众监督、以案释法说
理、宣传检察公益诉讼的听证初衷，
有效促进形成责任主体、行业监管行
政机关、检察机关共同保护公共利益
的共识和合力。

市检察院

举行公益诉讼网络直播听证会

本报讯 （记者 杨刚）
连日来，为加快构建“全民反
诈、全社会反诈”的新格局，推
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走深走实，余庆县公安局全
警出动，走村入户开展防范电
信诈骗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
辖区群众反诈意识，最大限度
捂紧群众“钱袋子”。

该局以部门为单位，对该
县城区5个社区2万余户群众
实行包保责任制，明确“责任
田”，利用工作之余走社区、进

村寨，张贴发放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相关资料，向群众讲解身
边的电信诈骗警示案例，并告
知群众如何防范，指导群众安
装国家反诈中心APP，确保宣
传全覆盖，不漏户、不漏人。

自7月开展活动以来，该
局共出动警力470余人，入户
走访 15000余户 29000余人，
指导 21000余名群众安装国
家反诈中心APP，签订《防范
电信网络诈骗承诺书》29000
余份。

余庆县公安局

开展防范电信诈骗宣传

本报讯 （记者 杨义霞）
今年2月，绥阳县一名男子朝
河内丢鞭炮炸鱼 21条，被警
方抓获。日前，绥阳县检察院
提起公诉，他因非法捕捞水产
品罪被判刑，并购买价值
2000元的鱼增殖。

2021年2月，被告人李某
某拿上鞭炮、网兜等工具，伙
同其堂弟到绥阳县蒲场镇蒲
场村平原组的河道中炸鱼。
当晚被蒲场派出所民警查获，
经清点，被告人李某某非法捕
捞到鱼类共计21条。后经绥
阳县农业农村局认定，李某某
非法捕捞的时间属于禁渔期
间，使用禁用的方式捕捞水产
品，造成了水生生物资源损
害，破坏了生态环境。

绥阳县检察院办案检察

官表示，李某某在禁渔期使用
鞭炮炸鱼，其行为不仅构成非
法捕捞水产品罪，同时炸鱼是
国家明令禁止的捕鱼方式，会
造成渔业资源的损失，破坏水
生生物多样性。

为及时维护社会公共利
益，保护生态环境，绥阳县检
察院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要求被告人李某某
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并履行生
态修复责任。

根据环境资源类案件管
辖范围，该案由播州区法院审
理。日前，法院综合考量犯罪
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
危害程度，依法判处被告人李
某拘役2个月，缓刑4个月，并
出资购买价值 2000元的鱼苗
增殖放流，修复生态。

用鞭炮炸鱼

男子被判刑并增殖放流

近日，绥阳县大路槽小学组织全校师生开展了以“远离毒
品 健康成长”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

活动通过主题班会教师讲解国家禁毒法律条例、师生观看
禁毒宣传片、学生观看学校禁毒长廊宣传图片等方式开展，使学
生全面认识了毒品的危害，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识毒、防毒、拒毒
的意识，增强了预防、抵制毒品的能力。

（记者 杨义霞 摄）

禁毒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