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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季湘婷 陆
和煦）近日，如东法院刑事审判速裁
团队对16起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速裁程
序案件进行了集中开庭审理，并当庭
宣判当庭结案。

这16起速裁程序案件从集中审理
到宣判，总耗时不到50分钟，大大提升
了案件审理效率。所谓速裁程序案
件，主要是针对基层法院审理的被告
人认罪认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被告人同意使用速裁程序审理，量
刑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案件，才能
适用速裁程序，由速裁团队审理。

近年来，犯罪轻刑化趋势逐渐成
为刑事司法的显著特征，推动刑事案

件繁简分流，进一步落实刑事案件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实现“简案快审、难
案精审”，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成为必
然趋势。为深入推进“分调裁审”工
程，如东法院先后成立了 9个速裁团
队。2022年，刑事审判庭成立了 1个

“一审一助一书”的速裁团队，由一名
审判员、一名法官助理、一名书记员组
成。县人民法院刑庭庭长郁宏军介
绍，2022年刑事审判速裁团队审理速
裁案件361件，占全庭刑事案件总量的
70.3%，平均审理天数 4.7天，最短审限
为1天，当庭宣判率达到100%，上诉率
为零。在保障被告人法定权利的同
时，最大限度提升了刑事审判工作质

效，让被告人感受的“看得见”的公平
正义。

速裁案件庭审时间缩短，其实是
建立在法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庭前
做好充足准备的基础上，提高质效的
同时必须确保案件定性准确，法律文
书表述无误。郁宏军告诉记者，一般
法院会在每月第一周、第三周星期四
集中开庭审理速裁案件。程序性、共
性的问题比如被告人身份信息核对、
认罪认罚法律后果、诉讼权利告知等
程序性内容，庭前由书记员、法官助理
跟被告人逐一进行核对，庭审中，被告
人自愿认罪认罚、同意适用速裁程序
的案件，不再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
论，做到当庭宣判、当庭送达、当天结
案。

案多人少的矛盾是司法机关长期
面临的现实困境，去年以来，如东法院
健全机制，形成审判合力，与公安局、
检察院联合出台了《关于刑事速裁案
件集中审理操作规程》，对于适用速裁

程序审理的案件，公安局集中移送审
查起诉，检察院经审查甄别后集中移
送起诉，法院审查以后集中立案。同
时，对判决书进行“瘦身”，速裁程序案
件的判决书，使用表格式法律文书，把
被告人的身份信息、公诉机关指控的
犯罪事实、被告人的辩解意见、判决理
由、法律依据、判决结果、诉讼权利告
知等要素进行填充式列明，确保被告
人能一目了然地了解诉讼过程和裁判
结果，缩短了文书制作时间。在庭审
过程中针对案件的情况进行法庭教
育，剖析被告人犯罪原因、社会危害
性，感化、训诫、预防被告人再犯罪，有
效促进区域诉源治理。

下一步，如东法院将充分利用我
县刑事速裁案件一站式平台，将案件
的侦查、审查起诉、法庭审理与法律援
助实现无缝对接，明确证据标准指引、
量刑实施细则、规范流程时限、统一办
案尺度，全面推进刑事速裁案件集约、
规范运转。

近日，如东中燃能源有限公
司组织工作人员在掘港街道、长
沙镇、马塘镇、双甸镇和栟茶镇
开展“新消费我做主”燃气安全
宣传活动。活动通过图片展板
和燃气器具展示，向现场群众讲
解燃气基本知识及使用过程中
常见的安全隐患，并接受用户用
气安全咨询。同时，工作人员向
居民发放《城镇燃气居民使用安
全手册》和瓶装液化石油气用户
安全告知书，让大家了解安全使
用燃气以及发生漏气时的正确
处理方法。

全媒体记者 杨丹 吴文
军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高玉霞 朱
宇晔）“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
于党……”7日下午，由河口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于港初级中学主办的我
爱如东我的家“四有”学雷锋系列活动
暨“诚毅基金”启动仪式在于港初级中
学举行。

伴随着熟悉的旋律，活动正式拉
开帷幕。学生及老师代表重读雷锋日

记，带领大家重温历史记忆，汲取榜样
力量。一首诗朗诵《我从于中来》，诉
说着学子对学校的款款深情。活动
中，还举行了于港初中“四有”学雷锋
系列活动启动仪式，表彰了一批“雷锋
式”好少年，“学雷锋志愿服务小分队”
接受授旗，并庄严宣誓。“在学习方面，
我们要学习雷锋的‘钉子’精神，积极
上进，刻苦钻研，做勤奋好学的好学

生；在生活中，我们也要学习雷锋助人
为乐、与人为善的精神，关爱身边的
人，传递社会正能量。”初二一班学生
严张程说。

学习雷锋精神，传承人间大爱。
活动中，由爱心校友发起的诚毅教育
基金揭牌，镇相关负责人向“爱心校
友”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很感激母校
的悉心培养和教育，对于母校，我始终
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怀。如今踏上
工作岗位，我希望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回报母校、建设母校，去帮助那些有困
难的学弟学妹，用实际行动践行雷锋
精神，奉献社会。”校友代表蔡琳娜动
情地说。

据了解，前期，学校团总支向全体

师生发出“四有”学雷锋系列活动倡
议，即“文明有序、言行有礼、服务有
爱、你我有约”，通过唱一首歌、画一幅
画、讲一个故事、举办一次书画展、一
期黑板报、一次主题班会等“六个一”
活动，宣传学习雷锋精神，同时，通过
国旗下讲话的方式，读雷锋日记、学雷
锋先进事迹材料、播放雷锋主题歌曲
等，营造浓厚的学雷锋活动氛围。“我
们打算把“四有”学雷锋系列活动贯穿
全年，一季一主题，一月一行动，希望
通过这一系列活动营造人人学雷锋做
好事的良好氛围，培养青少年关爱他
人、服务社会、回报家乡的优良品质，
从而进一步推动文明校园建设，助力
文明城市创建。”校长孙云云说。

于港初中

“四有”学雷锋系列活动启动

速裁案件占全庭刑事案件总量超七成

我县跑出简案快审新速度
“以前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酒席一摆

就是几十桌，而且连续摆好几天，太浪费
了，对于村民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
担。”杨素琴是岔河镇新桥村 16 组村民，去
年，她为女儿举办了一场简单而温馨的婚
礼。“在婚礼前，我们一家人就商量好了要
积极响应村里的号召，新事新办、婚事简
办。我们只邀请了至亲好友，婚礼一切从
简，一天就办完了，省时省力还省钱。”杨素
琴笑着说。

近年来，新桥村把乡风文明建设作为乡
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多管齐下，坚决抵制婚
丧嫁娶大操大办、互相攀比、铺张浪费等不
良风气，持续深化推动移风易俗工作，让文
明乡风蔚然成风。去年底，村民严国英的
父亲去世时，她也果断摒弃传统繁琐的丧
葬仪式，简化流程，以实际行动践行移风易
俗新理念。“我父亲的丧事一切从简，没有
大操大办，宴席只有三桌，一次性就办完
了，我觉得生前的善待和仔细的照料比死
后的风光大葬更重要，厚养薄葬才是尽孝
的最好方法。”严国英说。

新桥村党总支书记丛爱琴介绍，近年
来，新桥村把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提出
红事新办“六提倡六反对”、白事简办“八建
议八提倡”，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
理论宣讲室等阵地作用，大力宣传文明新
风、倡导移风易俗；同时，成立红白理事会，
从操办规模、宴席标准、设宴桌数等方面制
定标准，加大监督力度，引导村民转变思想
观念，提高文明意识。此外，新桥村还积极
开展文明家庭、好家风好家训等评选活动，
将“移风易俗”纳入评选标准，通过“积分制”
量化考核，激励村民争当文明践行者。

“我们旨在通过发挥典型引领示范作
用，努力在辖区形成抵制高价彩礼，反对铺
张浪费、大操大办、攀比炫富等陈规陋习的
良好社会风尚，下一步，我们将通过村民代
表大会、微信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弘扬新
风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推动移风易俗取得新成效。”丛爱琴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张顾
颖 王婷颢）近日，县舞蹈家协
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新一届理事会，并通过第七届
舞协工作报告和章程修改意见。

近年来，县舞协充分发挥
舞蹈艺术自身优势，积极参与
重大主题文艺活动，为弘扬如
东精神、凝聚如东力量，谋划主

题创作；不断加大和拓宽各类
舞蹈人才培养工作的力度与规
模；广泛开展“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创造性地
开展文艺志愿主题服务，推动
群众性广场舞活动蓬勃开展，
为我县深化精神文明建设和繁
荣全县群文舞蹈事业都作出了
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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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陈
慧 李晨逸）近日，县卫健系统
组织召开“两癌”筛查培训工作
会议暨业务培训班，进一步提升
我县“两癌”筛查服务能力，提高

“两癌”筛查工作效率，更好地服
务于广大妇女群众。

会上，县卫健委有关负责人
总结了 2022 年我县适龄妇女

“两癌”筛查工作成效，全面部署
2023年度适龄妇女“两癌”筛查
工作。会议指出，各单位要统一

思想，提高认识，积极开展健康
宣传，不断提高妇女群众对“两
癌”检查工作的认可度和积极参
检意识；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
不断加强人员培训，狠抓服务质
量，要切实把这一为民实事办实
办好，让广大妇女群众真正得实
惠、普受惠、长受惠。

随后召开的培训会上，相关
就妇科检查相关技术规范、乳腺
临床检查技术、乳腺彩超检查技
术等内容进行了专题辅导。

县卫健系统

组织召开“两癌”筛查培训工作会议
暨业务培训班

开展移风易俗
破除陈规陋习

县舞蹈家协会

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

践行核心价值观
共建文明新如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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