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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日报讯（记者 罗慧
怡 通讯员 庄振立）5月18日

下午，新安街道司法所邀请宝

安区公安分局镇南派出所刘俊

杰警官，为辖区160余名社区社

矫人员举办社区社矫人员法律

知识讲座，在刘警官的精彩讲

解中，社矫人员不时发出阵阵

掌声。

讲座中，刘警官讲述了我

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演变历程、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正式发

布施行过程、我国社区矫正制

度的特性和时代性、实施社区

矫正的意义这四个方面的内

容，让社矫人员深入了解到社

区矫正的重要性。在座的社矫

人员聚精会神地听讲并不时做

笔记。互动环节中，刘警官也

就社矫人员提出的疑问一一作

出了解答，课堂气氛活跃。

据了解，新安司法所每个

月为社矫人员定期举办时事政

治、心理健康、法律常识、人文

历史等方面的集中教育学习，帮

助社区社矫人员从多方面提升

自己，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以便更好地融入社会。

商铺出租引发的兄弟纠纷
基本案情：
赵甲与赵乙（均为化名）

是亲兄弟，二人为西乡街道某

社区居民。2000年，二人与其

他几位居民合资建成商住楼

一栋，赵甲与赵乙分别取得相

邻的A商铺与B商铺，双方各

自出租，相安无事。

今年5月中旬，兄弟二人

却因商铺租户经营项目的事

起了冲突。原来，赵甲商铺的

租户是做餐饮的，包括早、午、

晚餐；而最近弟弟赵乙将商铺

重新出租，新租户也是做餐饮

的。赵甲商铺的租户向赵甲

投诉，认为新开的饮食店严重

影响自己经营，拒绝交租。赵

甲与赵乙沟通后，赵乙认为租

金、押金已收取，很难要求租

户离场。

对于弟弟的反应，赵甲很

生气，他说自己年轻时对赵乙

很好，尽到兄长的责任，而今

弟弟却与自己作对。几次沟

通无效后，赵甲趁赵乙的店铺

未开门时将店铺锁了起来，暴

力阻止其经营。此事经报警

处理后，双方友善沟通已无可

能，为此双方自己协商陷入僵

局。

宝 安 日 报 讯（记 者 罗 慧
怡 通讯员 陈桥思）为进一步

提升宝安区“一社区一法律顾问”

工作的服务质量，提高“一社区一

法律顾问”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充

分发挥辖区社区法律顾问的积极

作用，5月23日下午，宝安区司法

局举办了2018年度宝安区“一社

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培训班，全区

各街道专项负责人员、驻点社区

法律顾问和律师等共计170余人

参加了培训。

宝安区司法局副调研员陈静

萍在开班仪式上作了动员讲话。

讲话中强调司法所和社区法律顾

问在积极开展一社区一法律顾问

日常工作的基础上，要更加重视

“宝安第一课”培训工作、积极参

与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此次培训邀请了宝安区法院

林雪法官讲解劳动纠纷调处工

作实务和技巧，通过以案说法的

形式，探讨了司法实践中比较常

见的劳动合同解除的经济赔偿

金或补偿金、未签劳动合同双倍

工资问题、未休年休假工资的仲

裁时效、劳动关系的认定等劳动

争议纠纷问题。培训中，林雪法

官还以自己的调解经历向学员

传授了“释法析理”“用心聆听”

“以情动人”“坦诚待人”等调解

方法，让学员受益匪浅。此次培

训还邀请了广东鹏浩律师事务

所驻新桥街道沙企社区的舒清

唐律师和广东深宝律师事务驻

石岩街道塘头社区的覃俊翔律

师介绍开展社区法律顾问工作

经验，为社区法律顾问更好地开

展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区司法局举办2018年社区法律顾问培训班

宝 安 日 报 讯（记 者 罗 慧
怡 通 讯 员 林 国 祥 林 浩
文/图）为广泛宣传人民调解工作

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发挥人

民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关键

性作用，提高人民群众的依法维

权意识，向人民群众普及人民调

解、法律援助知识。5 月 24 日下

午，福永司法所在福永街道白石

厦社区开展 2018“人民调解宣传

月”法治宣传活动。

福永司法所周密制定了本次

活动的活动方案，人员分工明确，

活动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突出，内

容紧扣主题。

活动现场，福永司法所工作人

员及律师引导前来现场的居民融

入本次的普法宣传活动，热情解答

相关问题，在咨询分区更有各个社

区的法律顾问为居民提供专业的

法律咨询意见，帮助居民解决实际

问题和困难。活动现场还设置了

法律有奖问答宣传专区，吸引大量

社区居民参与。活动期间，共发放

宣传资料2000余份，实际解答居民

法律咨询100余人次。

据悉，福永司法所将“人民解

调月”系列法治宣传活动纳入“七

五”普法宣传，并当作基层司法行

政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落实。

一直以来，福永司法所致力于提高

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将人民调

解融入社区、送到家门。

福永启动“人民调解宣传月”活动

宝安日报讯（记者 罗慧
怡 通讯员 陈桥思）5月24日

21 时 45 分，“宝安第一课”讲师

驻海旺社区法律顾问龚道伟刚

回到居住的小区，看见一名约

20岁男子躺在地上，人事不省，

三位大爷大娘着急地拨打着

120。龚道伟连忙摸摸该男子

的颈动脉，然后拨通110并明确

报告了地点和警情，接着接听

了 120 的来电再次讲明地点。

前后不到三分钟，一辆警用摩

托车载着两名警察抵达，又不

到一分钟，救护车到达，医护人

员实施现场救治。

救护车载人远去后，三位

大娘大爷不解地问龚道伟：“为

什么我们拨打好久 120 都没效

果，你一打110就来了警车和救

护车呢？”龚道伟解释道：“深圳

市 119 和 120 合并到了 110，而

先摸颈动脉判断有搏动，然后

拨打 110 是应急处理的两个步

骤。如果听了宝安区委区政府

正在每个社区开展的‘宝安第

一课’，对这些应急知识就不会

陌生了。”大爷大娘道：“我们明

天就去社区报名参加‘宝安第

一课’的培训！”

据介绍，“宝安第一课”培

训以“来了就做宝安人，安全文

明第一课”为主题，成立了培

训工作领导小组，整合多种教

育资源，针对重点培训对象，

深入社区开展统一的教育培

训工作，旨在提高市民的安全

意识、文明素养及应急能力。

在此次工作中，宝安区司法局

积极组织 80 多名社区法律顾

问作为讲师参与到“宝安第一

课”培训工作中，社区法律顾

问根据培训内容，结合自身所

擅长的法律知识，向社区居民

普及居家安全、出行安全、应急

知识、文明礼仪、相关法律法规

等内容，让他们成为懂法律、知

安全、讲文明、守秩序的合格宝

安人。

“宝安第一课”讲师
应急现场教应急

新安 普法讲座
帮助社矫人员融入社会

福永司法所工作人员和律师向前来咨询的社区居民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意见。

处理结果
一、双方商铺公共楼

梯口一个星期内消除消

防隐患并恢复图纸原状，

不得影响双方出入。

二、赵甲商铺的排烟

管不得经过赵乙商铺上

空，由赵甲一个星期内移

位。

三、赵乙承诺不出租

给做餐饮的租户，但不包

括做面包、蛋糕、奶茶。

四、双方不能影响对

方商铺出租及经营，例如

锁门、故意透露租金信息

等。

矛盾分析调解过程
受理此宗调解的社区调解工作人

员和一社区一法律顾问陈力律师首先通

过询问的方式了解了双方的具体诉求。

赵甲说自己此前待赵乙一家人很好，按

理赵乙应该照顾他的生意；赵乙则认为

自己的商铺想出租给谁就出租给谁，合

法合理，而且哥哥商铺的排烟管经过自

己商铺上空，会影响店面整洁，自己就是

顾念着兄弟之情才一直没有发作。

律师及调解员了解情况后，又多次

和双方沟通，一方面动之以情，让兄弟二

人消除误解，建议赵乙顾念兄弟之情；另

一方面晓之以理，建议赵甲放下成见，毕

竟法律没有要求有恩必报，有恩报恩只

是道德要求。

调解员话调解
本案是一宗相邻权纠纷，经营

在先的一方担心自己的经营利益受

损，通过暴力方式阻止另一方经营，

最终亲兄弟闹到派出所和社区调解

室。和本案一样，生活中很多矛盾

冲突来源于双方没有把话说开，本

案中，哥哥认为自己对弟弟有恩，弟

弟认为自己不计较排烟管一事，同

样对哥哥有恩，因而都不愿意再吃

亏，认为对方是得寸进尺。社区调

解员通过讲法讲情讲理，更重要的

是为兄弟二人提供一个沟通交流的

平台，最终妥善处理好了该次纠纷。

宝安日报记者 罗慧怡 通讯
员 胡蓉

法治快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