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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深圳
3

月
31

日电
（记者王传真） 广东省深圳市龙
岗区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对深圳“

9

·

20

舞王大火案”

17

名被告人作出
一审宣判。

据法庭宣判： 舞王俱乐部董事
长王静犯重大责任事故罪、 非法经

营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零六
个月， 没收个人财产

450

万元； 舞
王俱乐部实际股东张伟犯重大责任
事故罪、 非法经营罪， 被判处有期
徒刑十五年零六个月， 没收个人财
产

250

万元； 舞王俱乐部总经理卢
敬煌犯非法经营罪， 被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 罚金
2

万元。 法庭同时还对
王帅文等

14

名被告人作出一审判决，

其中刑期最高为六年， 最低为一年零
七个月。

据查实， 深圳市龙岗区舞王俱
乐部自

2007

年
9

月
8

日始， 在未取
得合法经营资格的情况下擅自开业，

从事卡拉
OK

和歌舞娱乐表演等非
法经营活动。

2008

年
9

月
20

日，

舞王俱乐部在违法经营时， 因员工
王帅文在舞台表演节目时使用自制
的道具枪发射烟花弹， 导致火灾事
故发生， 造成

44

人死亡、

64

人受
伤的严重后果。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高级人民
法院， 解放军军事法院， 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
设兵团分院：

近来， 有的高级人民法院请
示， 对于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
死刑的案件， 被判处死刑的被告
人未提出上诉， 但共同犯罪的部
分被告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原告
人提出上诉的， 应当适用何种程
序审理。 经研究， 批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 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
定，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
的案件， 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未
提出上诉， 共同犯罪的其他被告
人提出上诉的， 高级人民法院应
当适用第二审程序对全案进行审
查， 并对涉及死刑之罪的事实和
适用法律依法开庭审理， 一并处
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 第二百条第一款的规定，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的案
件， 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未提出
上诉， 仅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
出上诉的， 高级人民法院应当适
用第二审程序对附带民事诉讼依
法审理， 并由同一审判组织对未
提出上诉的被告人的死刑判决进
行复核， 作出是否同意判处死刑
的裁判。

此复。

关于召开北京辰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临时股东
会的通知曲北平女士： 由于北京辰极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和监事多年没有换届， 我作为监事，多
次向公司执行董事的你提议要求召开临时股东会，但
你拒绝召集。 因此，我只能自行召集和主持公司临时
股东会， 现将本次临时股东会的有关事宜通知你，请
按时出席。 如你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可以委托代
理人出席，委托代理人应在与会时出具你的授权委托
书。 会议时间：

2010

年
4

月
21

日
10

：

00

时
;

会议地点：

海淀区远大东路金源时代商务中心
B

区写字楼
606

室大会议室
;

会议议题：

1

、讨论免去曲北平女士北京辰
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职务；

2

、

讨论免去曲北平女士北京辰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分
公司负责人职务；

3

、 选举北京辰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候选人为赵银普先生；

4

、选举
北京辰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分公司负责人，候选人为
赵银普先生；

5

、讨论免去赵银普先生监事职务；

6

、选举
北京辰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监事，候选人为赵铁民先
生。联系人：赵银普先生联系电话：

13683572661

。附：

执行董事候选人简历赵银普，男，汉族，

56

岁，北京辰
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 监事候选人简历赵铁民，

男，汉族，

59

岁，曾任崇文区幸福商场业务经理，现北
京市风筝协会职员。 监事：赵银普。

2010

年
3

月
22

日

申请人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丧失转
账支票一张，于

2010

年
3

月
26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丧失时间
为

2009

年
11

月
23

日， 票据记载： 票面号码为
26126756

，金额为
12012

元，出票人为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津市江海振业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因丢
失转帐支票

1

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
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 票号：

GB/02

12540183

，金额：空白，出票人：申请人，出票行：农合
行天穆支行，持票人：申请人。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鉴清洁净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9

年
7

月
9

日丢失转账支票一张， 支票号码为
CB/02/

16550067

、 支票印鉴齐全、 出票日期为
2009

年
7

月
9

日、出票金额为
8256.19

元、出票人为天津市海河医院、

持票人为申请人，支票未背书。开户行为中国农业银行
双港支行。 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
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美卓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一
张中国工商银行银行汇票，于

2007

年
10

月
10

日灭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据号码为
B0 A1 00035496

，出票日期为
2007

年
8

月
14

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35

万元，汇票申
请人、持票人均为美卓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出票行为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支行，收款人为北京
国电工程招标有限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美卓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一

张中国工商银行银行汇票， 于
2007

年
10

月
10

日灭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该票据记载：票据号码为

B0 A1 00035496

，出票
日期为

2007

年
8

月
14

日，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35

万
元，汇票申请人、持票人均为美卓自动化（上海）有限公
司，出票行为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支行，

收款人为北京国电工程招标有限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泉州丰泽海滨胶粘工贸有限公司因不慎

遗失平安银行厦门分行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据号
码为

02985015

、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1

月
21

日，汇
票到期日为

2010

年
7

月
21

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

万元、出票人为漳州金龙客车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漳
州新福达底盘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的银行
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福建
]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惠州市铭通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银

行支票壹份（号码：

DG/02. 20385564

；金额为人民币：

50000.00

元；付款行：中国银行惠州金晖花园支行；出
票日期：

2010

年
3

月
17

日；出票人：惠州市铭通科技
有限公司；收款人：王雯）。 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广东
]

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因将其持有的中国农业银行柳州市东环支行承兑汇
票一张遗失，出票人为柳州五菱柳机动力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为

2009

年
8

月
21

日，汇票号码为：

03007261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819000

元，现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
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

广西
]

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南中南科伦药业有限公司因将其持有的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承兑汇票一张遗失，出票人
为国药控股柳州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湖南中南科伦药业有
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1

月
29

日，汇票号码为：

04077410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49624

元，现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广西
]

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辛集市金玉米淀粉有限公司因丢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
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 票号为

02947419

、 票面金额为
109120

元、出票日期
2010

年
2

月
4

日，收款人为河北新大
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出票人为河北圣源纺织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0

年
8

月
19

日止，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河北
]

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宜昌市西陵区明华机械厂因遗失一张商业承兑

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 该票据记载的票据号码为

AB/01

—

02087487

，出票人为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宜昌市西陵区明华机械
厂，汇票金额为

100625

元整，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湖北
]

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
河南省新乡市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一份票

据号码为
CB/0103710009

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票面金额为
壹拾万零陆仟叁佰壹拾元整，出票人为岳阳市永成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株洲湘江电焊条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
国农业银行岳阳东茅岭支行， 出票日期为

2009

年
12

月
28

日，到期日期为
2010

年
3

月
28

日，持票人河南省新乡市矿山
起重机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8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湖南
]

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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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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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深圳“舞王大火案”一审宣判

17名被告人获刑

2010

年
3

月
1

日， 最高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485

次会议通
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被判处
死刑的被告人未提出上诉、 共同犯
罪的部分被告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
原告人提出上诉的案件应适用何种
程序审理的批复》 （以下简称《批
复》）。 本报记者就《批复》 的起草
背景、 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等， 采
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四庭
负责人。

问： 《批复》 的出台背景如
何？

答： 自
2007

年死刑核准权收
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以来， 最
高人民法院在复核高级人民法院报
送的死刑案件中发现， 对于中级人
民法院第一审宣判死刑， 被判处死
刑的被告人未提出上诉、 同案其他
被告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
出上诉的案件， 实践中很不统一，

有的高级人民法院适用第二审程序
审理， 有的适用复核程序； 有的开
庭审理， 有的书面审理； 有的对被
判处死刑未提出上诉的被告人作出
同意一审判决的裁判， 有的只是笼
统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各地
法院多次反映， 希望最高人民法院
尽快出台司法解释。 为规范此类案
件的审理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经过
深入调研、 广泛征求意见， 制定本
《批复》。

问： 制定《批复》 的依据和指
导思想是什么？

答： 《批复》 解决的是此类死
刑案件审理程序问题， 制定的依据
是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 主
要涉及刑事诉讼第二审程序、 高级
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和附带民事
诉讼审理程序方面的规定。 《批
复》 的指导思想， 一是区分案件性
质， 明确应当适用的诉讼程序。 被
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未上诉， 共同犯
罪的其他被告人提出上诉的案件，

仍属于刑事第二审案件， 高级人民
法院应当依照刑事第二审程序审
理。 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未上诉，

共同犯罪的其他被告人也未提出上
诉， 仅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上
诉的案件， 采取分别审理， 其中刑
事附带民事部分适用二审程序， 刑
事部分则应当按照死刑复核程序依
法进行复核。 二是严格依照法律的
有关规定审理死刑案件。 刑事诉讼
法确立了二审全面审查、 一并处理
原则， 不受上诉和抗诉范围的限
制。 对于共同犯罪案件， 无论被告
人是否提出上诉， 第二审法院都应
当就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
律进行全面审查， 并作出裁判。 即
使没有刑事上诉、 抗诉， 仅附带民
事诉讼原告人提出上诉的死刑案
件， 第二审法院也必须依照法律规
定进行复核， 同意判处死刑的， 报

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不同意判处
死刑的， 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
判。 三是充分保障被判处死刑的被
告人的诉讼权利。 被判处死刑的被
告人未上诉， 共同犯罪的其他被告
人提出上诉的案件， 第二审法院认
真听取被判处死刑未提出上诉的被
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可以更加有效
地保障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的权
益， 确保死刑案件审判质量。

问：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死
刑， 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未提出上
诉， 共同犯罪的其他被告人提出上
诉的案件， 高级人民法院应如何适
用法律程序？

答：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
条第二款规定， 共同犯罪的案件只
有部分被告人上诉的， 应当对全案
进行审查， 一并处理。 该条款确立
了二审全面审查原则。 被判处死
刑的被告人未上诉， 共同犯罪的
其他被告人提出上诉的案件， 全
案进入第二审程序。 第二审人民
法院审理时， 不受上诉范围的限
制。 因此， 本《批复》 明确规定，

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未提出上诉，

共同犯罪的其他被告人提出上诉
的案件， 高级人民法院应当适用
第二审程序对全案进行审查， 一
并处理。 在裁判文书中， 要明确
二审审理范围包括对死刑判决的
审查意见和处理结果。

问： 在实践中， 对于被判处死
刑的被告人未提出上诉， 共同犯
罪的其他被告人提出上诉的案件，

高级人民法院是否开庭审理？ 为
什么《批复》 会要求此类案件开
庭审理？

答：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
检察院

2006

年
9

月
21

日联合发布
的《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审理程序
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第一条
规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上诉、

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 应当依照
法律和有关规定开庭审理。 根据这
一规定，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
人提出上诉的第二审案件必须一律
开庭审理。 实践证明， 对于被判处
死刑的被告人未提出上诉， 共同犯
罪的其他被告人提出上诉的案件，

如二审采用书面审查的方式审理，

不利于保护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的
诉讼权益。 我们认为， 死刑案件人
命关天， 必须适用最严格的审理程
序。 通过二审开庭， 听取控辩各方
意见， 包括未上诉的被判处死刑的
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有利于准确
认定事实、 确定罪责， 有利于正确
适用法律， 确保公平公正， 共同犯
罪的案件更是如此。 因此， 《批
复》 明确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不上
诉的刑事第二审案件也应当开庭审
理， 强化了对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

权益的保障。 同时， 考虑到目前高级
人民法院承担的二审开庭任务极其繁
重， 故《批复》 又将必须开庭审理的
范围限定在涉及死刑之罪的事实和适
用法律方面， 以尽可能减轻二审的负
担。 对于非死刑之罪的事实和适用法
律方面， 是否开庭由高级人民法院决
定， 最高人民法院不再作出统一规
定。

问：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死
刑， 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未提出上
诉， 仅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上诉
的案件， 高级人民法院应如何适用法
律程序？

答：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
定， 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由于被告人的
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害的， 在刑事诉
讼过程中，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附带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是两类不同
性质的案件， 适用的法律程序也不
同。 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对附带民
事诉讼部分提出上诉的， 上级法院应
当依照相关民事法律对附带民事部分
进行民事第二审。 刑事部分则根据刑
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的规定， 由
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核。 实践中， 有
的高级人民法院以附带民事诉讼第二
审程序代替死刑复核程序， 对于是否
同意第一审死刑判决不作出裁判， 这
种做法不符合法律规定。 同时， 鉴于
节约司法成本和案件本身的关联性，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 附
带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可以由同一审
判组织来审理。 因此， 《批复》 明确
规定， 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未提出上
诉， 仅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上诉
的案件， 高级人民法院应当适用第二
审程序对附带民事诉讼依法审理， 并
由同一审判组织对未提出上诉的被告
人的死刑判决进行复核， 作出是否同
意判处死刑的裁判。

正确适用法律程序审理死刑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四庭负责人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罗书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未提出上诉、 共
同犯罪的部分被告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上诉的案件
应适用何种程序审理的批复》 已于

2010

年
3

月
1

日由最高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485

次会议通过。 现予公布， 自
2010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二
○

一
○

年三月十七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未提出上诉、共同犯罪的部分被告人

或者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上诉的案件应适用何种程序审理的批复

（2010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5次会议通过）

法释〔2010〕 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上接第一版各地区、各部门要创新思路理念，建立健全
长效工作机制，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孟建柱指出， 要深化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工作，

认真分析突出问题， 精心研究思路对策， 把社会治安重点地
区排查整治工作与打黑除恶、 禁毒、 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等
重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要进一步深化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对黑恶势力问题严重、 群众举报线索较多、 社会各界普遍关
注的重点地区， 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集中打击整治行动， 坚
决把黑恶势力犯罪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要进一步加大戒毒
管控、 堵截打击、 重点整治、 宣传教育等各项工作力度， 不
断推进禁毒人民战争向纵深发展。 要进一步强化对流动人口
的服务与管理， 积极为流动人口就业、 子女就学、 医疗保
险、 权益保护等提供便利高效的服务。 要对流动人口聚居区
和重点场所开展摸底排查， 切实做好违法犯罪预防和治安管
理工作。 要积极探索打黑除恶、 禁毒、 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
长效工作机制， 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孟建柱强调， 各级党委、 政府要高度重视社会治安重点
地区排查整治、 打黑除恶、 禁毒和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工
作， 积极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 积极构建各方面齐抓共管的
工作格局， 发展多种形式的群防群治队伍， 不断拓展社会治
安工作社会化的新路子。

中央综治委副主任、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 中央综治办
主任陈冀平出席会议。

推动打黑除恶、禁毒等工作向纵深发展

上接第一版在江津法院每一份“应诉通知书” 上， 当
事人都会发现这么一段文字， “您可以登录

www.cqjjfy.com

网站或在法院触摸查询系统查询案件的审理进度， 您的用户
名是

★★★★★★

， 您的密码是
★★★★

”。 由于所有案件
材料全部同步生成， 当事人可以通过这个

ID

号， 随时随地
浏览法律允许公开的全部信息。 如果需要网上立案、 申请诉
讼费缓、 减、 免或者申请司法救助基金， 同样可以通过登录
网站完成。

即便不是当事人， 也可以在网上临时申请一个
ID

号，

法律咨询、 信访举报、 查询便民诉讼网络联系人等都非常简
便快捷。 裘晓音说： “我们的对外网站是功能型网站， 提供
诉讼服务是主要定位。”

“三级联动实现法院管理的科学化、 精细化、

效能化”

重庆高院院长钱锋认为， 江津法院信息化建设最大的优
势是功能完善、 系统集成， 所有基础数据全部同步录入并且
能够完全共享， 构筑了法院工作运行、 管理、 便民“三位一
体” 的信息化平台。 他说： “信息化建设是重庆法院实现跨
越式发展的突破口。 全市三级法院所有的审判运行、 审判管
理、 政务管理、 绩效考核、 便民服务都整合到一个平台、 一
个网络， 做到法院管理的科学化、 精细化、 效能化， 借助最
先进的科技手段促进司法公正、 廉洁、 为民的最终实现。”

据了解，

2008

年
5

月
1

日， 连接重庆全市三级法院的
工作内网正式开通。

2009

年
5

月
1

日， 全市法院全面实现
网上办公。 今年

1

月
1

日， 全市法院全面推行网上办案。

“三级法院互联互通” 正稳步推进。

按照重庆高院确定的时间表， 从今年
1

月
1

日起， 所有
上诉案件在报送纸质卷宗时必须一并报送电子档案光盘； 从
5

月
1

日起， 除涉密事项外， 全面取消纸质审批案件； 从
5

月
1

日起， 统一启用新电子档案管理系统； 从
8

月
1

日起，

全面启动“网上审委会”， 审委会审批、 排期、 开会、 讨论、

表决、 监督等均在网上进行。

重庆高院对“网上办案” 提出了
7

个“所有” 的硬指
标： 所有案卷材料都要同步扫描进入审判管理系统； 所有审
批事项都能在网上进行； 所有类型化诉讼文书都能在网上自
动生成； 所有案件资料都能在网上调取并在三级法院间流
转； 所有案件流程都能在网上完成； 所有审判质量效率数据
都能在网上自动对比排名； 所有案件资料和案件进度都能实
现网上检查监督。 为完成上述目标， 重庆高院采取了“倒逼
制” 和月度通报制度， 强力推进。

为此， 各个法院都采取了一些“非常之法”。 重庆一中
院建立了“网上办案推广员” 制度， 在各合议庭设置一名兼
职“网上办案推广员”， 负责对整个合议庭成员使用审判管
理软件进行“一对一” 的辅导， 对案件的同步录入、 电子档
案的同步扫描以及相关工作进行“点对点” 的指导和辅助。

渝北法院采取新案节点同步录入和旧案强化录入相结合的方
式， 基本完成了从

1995

年到
2009

年全部案卷材料的扫描工
作， 扫描卷宗达

110

余万页。

钱锋说： “我们的信息化建设目前是一边补课一边突
破， 难免会有一些不适应和畏难情绪， 或三个月、 或半年，

大家就会发现， 信息化绝对不是曲高和寡的东西。”

重庆：努力建设曲高和众的信息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