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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立院之本 打牢司法之基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朱江
三项重点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

段时期政法工作的重中之重。 北京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站在维护首都
社会和谐稳定、 服务“三个北京”

建设、 实现自身科学发展的高度，

切实增强责任感、 紧迫感和使命
感， 不断夯实立院之本、 打牢司法
之基， 把三项重点工作引向深入。

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 要在
提高干警认识上下工夫。 三项重点
工作是法院依法履职的内在要求，

每名干警都有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
责任， 都应当从点滴开始， 自觉将
三项重点工作的推进融入到接手的
每一个案件、 承办的每一项工作
中。

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 要在
解决审判执行实践问题上下工夫。

北京二中院狠抓庭审规范， 实行
“以庭代训”， 有计划地组织安排庭
审观摩， 围绕庭审程序、 效率、 形
象等方面， 总结共性问题， 制定整
改对策， 逐步规范司法行为， 杜绝
消极司法和司法不作为； 狠抓文书
说理， 确立有理有据的胜诉机制，

确保当事人理解裁判文书、 信服裁
判结果； 狠抓服判息诉， 让“结案
了事” 转变为“案结事了”， 切实
由过去单一强调“结案率”， 向更
加注重“服判息诉率” 的转变； 狠
抓案件评查， 让每起案件都经得起
历史和法律的检验， 整合案件评
查、 信访举报、 纪检监察等资源和
手段， 确立一体化工作格局； 狠抓
司法公开， 不断完善司法公开举
措， 推进裁判文书上网、 庭审网络
直播工作， 完善案件网络查询、 电
话查询机制， 从立案、 庭审、 执
行、 裁判文书等各方面落实审判公
开制度； 狠抓司法为民， 积极拓展
下乡就审、 代执行等便民利民举
措， 扎实做好诉讼引导、 服务接待
等诉讼服务。

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 要在
强化制度建设上下工夫。 北京二中
院不断健全完善群体性案件工作机
制， 以“亿霖木业” 、 “碧溪广
场”、 “平谷大桃” 等涉众型经济
犯罪案件审判、 执行中， 采取的专
案专办、 异地化解、 信息通报等有
效降低风险、 防止矛盾叠加积聚的

成功做法和有益经验为依托， 以防
范得早、 稳控得住、 处置得妥、 化
解得好为原则， 着手完善风险评估
机制、 应急预案机制、 快速处置机
制、 善后安抚机制， 形成有自身特
色的审执工作模式、 工作体系。

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 要在
队伍建设上下工夫。 北京二中院针
对不同层面的干警提出有效的对应
举措， 坚持突出“荣誉感教育” 和
“责任感教育”， 增强集体观念， 人
人树立“为二中院增光添彩” 的意
识。 着力深化司法作风和法院文化
建设， 继续深化“听呼声、 走百
家、 送服务” 为民实践活动， 深化
“人民法官为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

树立人民法官公正、 廉洁、 为民的
核心价值观， 培养法官良好的职业
道德。 着力加强司法廉政建设， 重
点抓好教育、 监督、 预防、 查处等
制度建设， 严格落实“五个严禁”，

进一步加大查处力度， 完善“不愿
为、 不能为、 不敢为、 无法为” 惩
防体系， 确保司法廉洁。 着力加强
司法能力建设， 以加强裁判文书说
理能力、 庭审驾驭能力、 服判息诉
能力、 做群众工作能力为突破口，

坚持法官带教、 轮岗交流、 教育培
训， 开展审判经验交流推广， 切实
提高法官实际工作能力。

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 要在
科技强院上下工夫。 面对日益繁重
的审判任务和日益增长的司法需
求， 须重视运用科学化的理念、 现
代化的技术、 信息化的平台， 进一
步规范审判管理、 提高工作效率、

服务审判一线、 方便群众诉讼， 做
到向科技要质量、 要效率、 要管
理。 北京二中院充分发挥信息化工
作对审判工作的支持与保障， 通过
加大信息化在审判工作中的应用，

实现信息化建设与审判工作的深度
融合， 确保信息资源的共享和合理
利用， 全面提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工
作水平和管理效能。

据全国法院人民陪审工作会议透露，

今年全国法院将新选任陪审员
54000

余
人， 保证陪审员不少于基层法院现任法官
人数的二分之一。 并注意适当降低党政机
关干部比例， 吸收社会不同行业、 不同性
别、 不同年龄、 不同民族的人员。 这真是
振奋人心的民主之举。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民意的体现。人民
陪审员的成员来自方方面面、 社会各个阶
层。 参加陪审时，又是随机抽取，能够广泛
地代表最广大群众。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法官也不是百事通， 许多案件往往出人意
料。 集思广益，人民陪审员的群众性，能够
博采众家之长， 弥补坐在衙门的专业审判

人员的不足，更多的倾听民意，取得审判活
动的最佳社会效果。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 成文法有其先天
不足，法律的制定、完善，总是赶不上日新
月异、错综复杂的社会发展。刻板的专业审
判，往往出现合情合理不合法的现象，合乎
法律又不合情理。 人民陪审员制度可以弥
补上述不足， 使审判工作最大限度的合乎
情理，易于接受，提高司法公信力。

人民陪审员制度， 体现了法的本质。

从法律的本质上看，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
的体现。 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 则是全体
人民意志的体现。 这种体现， 不仅应该体
现在立法上， 也应该体现在司法、 执法
上， 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
严， 违法必究。 只有这样， 才能够真正实
现司法的人民性。

人民陪审员制度， 体现了司法的公开
性。我国虽然实行公开审判制度，允许群众
旁听案件审理。 但是，因为多方面的原因，

除了当事人的亲朋好友， 很少有人去法院
旁听案件。百闻不如一见，人民陪审员亲眼
目睹案件审理，可以更好的了解案情，避免
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以讹传讹。 人民陪审
员成员来自四面八方， 实行人民陪审员制
度，扩大人民陪审员数量与层面，能够一传
十，十传百，可以起到普法宣传的作用。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实行参审制， 人民
陪审员既要参与事实审，又要参与法律审。

人民陪审员除了不能担任审判长、 独任审
判案件，在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时，与审判
员、助理审判员有同样的权利与义务。这就
赋予了人民陪审员很大的权力， 出发点是
好的。但徒法不足以自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的实行也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制约，需
要方方面面的配合、支持。不能解决上述问
题，就不能解决人民陪审员的后顾之忧，就
不能调动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工作的积极
性，就不能真正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

可见，要真正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

不能搞形式主义，半途而废。而需要各方群
策群力，积极配合，真抓实干。 正如王胜俊
院长批示所说的， 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新
形势下全面加强人民陪审工作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认真贯彻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加大管理
和培训力度， 解决陪审工作中面临的实际
困难， 才能使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化解社会
矛盾中有新作为， 在促进社会和谐中有新
发展，在树立司法权威中有新成效。

（作者单位： 甘肃省民勤县人民法院）

强化人民陪审是推进司法民主的有效途径

切实发挥人民陪审员的独特作用

□

汪明卓

□

刘文基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法学博士姬亚平： 构建和谐社
会， 司法机关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陇县法院建立案件风险评估预警机制，

综合采取相应措施防患于未然， 有利于实现案结事了， 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的统一。

专家
点评

建立案件风险评估预警制度， 综合发
挥法院内外各方的作用， 妥处案件或信访
件， 避免影响社会稳定

构建社会问题预警机制

5

月
14

日，全国法院人民陪审工作会
议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 最高人民法院党
组书记、 院长王胜俊就人民陪审工作要求
各级人民法院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
全面加强人民陪审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以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为契机，以改
革和完善人民陪审机制为动力， 认真贯彻
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
员制度的决定》，加强人民陪审工作，推进
司法民主。 （

5

月
15

日《人民法院报》）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从诞生之日
起， 便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特别是在当
前日益复杂的社会形势之下， 在审判工作
中充分借助人民陪审员来自基层、 来源于
群众的特点， 充分吸纳人民陪审员的“民
间智慧”， 不仅可以进一步促进司法公开

和公正， 确保司法工作始终走群众路线，

使司法活动更加贴近人民群众、 顺应时代
要求， 而且能够扩大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
的了解与认识， 进一步反映并凝聚民情民
意， 切实把握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 实现
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 可以
说， 加强人民陪审工作， 全面推进司法民
主， 使司法民主在康庄大道上大步前行，

有着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

加强人民陪审工作， 有助于推进人民
群众参与司法活动，体现司法的民主功能。

人民陪审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 既有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士、专家学者、

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又有基层
村组群众，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最大限度地
体现了人民民主。 也正是基于人民陪审员
来源的广泛性， 人民陪审员在司法服务过
程中， 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参与司
法工作，提高审判工作的亲民性，增强人民

群众对司法裁判的认可度， 全面提升人民
法院的司法公信力， 进一步推进司法大众
化，实现司法活动与人民群众的良性互动。

加强人民陪审工作， 有助于提升司法
服务总体工作效果， 提高司法服务的质
效。 人民陪审员来自基层、 贴近群众、 熟
悉社情、 了解民意， 群众工作经验和专业
知识较为丰富， 不仅能够有效弥补法官在
群众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上的不足， 而且
可以积极发挥社会矛盾化解方面的独特优
势， 统筹兼顾法律原则， 积极发挥人民陪
审员在解决社会纠纷中的助力作用。 在审
判工作中， 可以将陪审员讲“情理” 和法
官讲“法理” 有机结合， 让人民陪审员尽
可能使用人民群众认可的语言去调解矛
盾， 用人民群众认同的方式去化解纠纷，

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加强人民陪审工作， 有利于遏制司法
腐败现象滋生蔓延， 发挥有效监督的职

能。 人民陪审员广泛参与案件的审理， 不
仅可以有效拓宽人民群众对法院司法活动
的认知范围，延伸人民陪审员的工作职能，

无形之中形成对其他参审人员审判活动的
有效监督，让人民陪审员在参审中充当“监
督员”角色，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监
督制约功能， 而且能够全面提高审判工作
的透明度， 进一步深化审判公开原则的落
实， 将人民法院司法权的运作始终沐浴在
人民群众关注的阳光之下， 从而最大限度
的预防和杜绝司法腐败行为的发生。

在新形势下， 推进司法民主是民心所
向， 也是大势所趋。 作为推进司法民主的
一个重要途径， 人民陪审工作在任何时候
都只能加强， 决不能有丝毫放松。 我们也
完全有理由相信， 借着强化人民陪审工作
的东风， 司法民主之路也必将迈上康庄坦
途， 一马平川。

（作者单位： 湖南省攸县人民法院）

王宏伟：本院受理原告彭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

山西
]

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陆艳琴： 本院受理原告王有忠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

山西
]

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于双庆： 本院受理原告时保军诉你借款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

山西
]

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
乔文泰： 本院受理原告朱景强诉你借款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

10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陕西
]

潼关县人民法院
马张平： 本院受理原告郝晓明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陕西
]

华县人民法院
罗根富： 本院受理原告资阳市明志沼气环保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诉你和资阳市三顺生猪专业合作社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举证、风险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
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

四川
]

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
郭光华：本院受理原告四川省白玉县安孜乡门马

二村诉四川省擎烽通信有限责任公司劳务纠纷一案
以及原告四川省白玉县安孜乡如须村诉四川省擎烽
通信有限责任公司劳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两案的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两案分别于公告期满第二日上午

9

时与
第三日上午

9

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

四川
]

白玉县人民法院
刘德才： 本院受理吴莉上诉刘德才民间借贷纠纷

（

2010

）昆民二终字第
366

、

367

、

368

、

402

号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

即
视为送达。 定于

2010

年
7

月
20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罗成军：本院受理上诉人王睿进与你返还原物及
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

即视为送达。定于公
告期满后第

2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恩平：本院受理你与被上诉人云南耿马吉龙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

即视
为送达。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2

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水产加工厂（法定代表人黄家
国）：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长城管理公司福州办
事处申请执行与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水产加工厂借款
合同诉你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1999

）连经
初字第

3-5

号执行裁定书。 裁定主要内容：变更胡应
潮为本案申请执行人，原申请执行人中国长城管理公
司福州办事处的权利义务由胡应潮继受。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

福建
]

连江县人民法院
方元技术（香港）有限公司、深圳市方元精工技术

有限公司、李海华、陈旺：本院受理大新银行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作出的
（

2009

）深宝法民二初字第
1511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
法律效力。 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10

）深宝法执字第
5380

号案件执行令、民事裁定书、财产申报表、执行监
督卡、被执行人须知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述文书，上述文
书要求你们履行以下义务：

1

、 将租赁设备（

1

台富士
NXT

模组型高速多功能贴片机，型号：

NXT

，机身编
号

4728

；

1

台富士紧凑式多功能贴片机， 型号：

XP-

243E

，机身编号
1232

）返还给申请执行人；

2

、支付执自

2008

年
7

月
6

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即本判决生效之日）

止的租赁（租金以每月
88757

元港币计算）及逾期付款利
息（以逾期支付的租金为本金按月息

3%

从
2008

年
7

月
6

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

3

、 支付受理费： 人民币
18552

元，保全费：人民币
3160

元；

4

、支付执行费：

22144

元。 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十日，即视为送达。

[

广东
]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廖佰威、廖伟良：关于广东汇金典当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执行你们借贷纠纷一案
,

本院作出
(2009)

源法执字第
337-7

号执行裁定书， 裁定
:

一、 按评估拍卖底价
259600.00

元拍卖被执行人廖佰威位于河源市源城区源
西西一路江二巷

4

号房产壹栋（证号： 粤房地证字第
C5707737

）；二、按拍卖底价
880000.00

元拍卖被执行人
廖伟良拥有深圳观澜湖高尔夫球会有限公司会员证（证
号：

DC1632A)

。 因你们无法寻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述
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视为送达。

[

广东
]

河源市源城区人民法院
黎佩珍、曹堪才：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周海花与被执

行人黎佩珍、曹堪才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07

）徐法执字第
166

号之四执行裁
定书。 裁定书载明：一、买受人庄妃妹拥有坐落在徐闻县
下桥糖厂内的第一幢

404

房一套（两房一厅，房屋所有权
证为粤房字第

1790077

号，面积
60.80m2

）的所有权。 二、

解除对上述房产的查封。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

[

广东
]

徐闻县人民法院
河南前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立案执行的河南中

城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公司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
依法查封你公司证号为

234566-234572

号七套房产。现依
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有关机构对被执行人河南前
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开封市鼓楼区大王屯东
街

13

号所查封房产进行评估，拟进入拍卖程序。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内，到开

封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处参加评估、 拍卖机构的摇号选定，

逾期视为放弃权利。

[

河南
]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
武汉天祥娱乐有限公司：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侯拥

军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本院
（

2010

）武区执字第
901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院责令你公司于送达之日起
3

日内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法律义务， 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

湖北
]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李俭

(360103196510290727)

、熊克明
(360121660627141)

：

本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2009)

赣民一终第
44

号民事判
决书， 受理江西金源物业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你们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本院无法与你们取得联系，至使本案
的执行通知书无法直接送达，今发布公告

:

限你们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
(2010)

洪中执字第
76

号执
行通知书，逾期视为送达。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丁丽君
(360102197507302828)

：本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
力的南昌仲裁委员会

(2009)

洪仲裁字第
112

号裁决书，受理
肖冰申请执行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本院无法与你
取得联系，至使本案的执行通知书无法直接送达，今发布公
告
:

限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
(2010)

洪
中执字第

78

号执行通知书，逾期视为送达。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爽： 本院执行申请人葫芦岛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责

任公司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锦州
北方天力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2010

）葫
-005

房地产
估价司法鉴定报告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

辽宁
]

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
太原华北五金机电批发公司： 本院受理山西体育宾馆

申请执行租赁纠纷一案，该案的（

2009

）小民初字第
959

号
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

5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山西
]

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
２０10

年
5

月
19

日（总第
463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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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冯院长要求，在相关行政机关、部门

或受权履行行政执法职能的组织通过相应
渠道提出申报后， 行政审判庭、 各人民法

庭、法务庭（驻村、社区法官）要根据职责范
围在

3

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 在院审委会
审定后及时送达。 ”

截至今年
4

月底， 陇县法院对
13

起

村级行政行、

16

起乡镇行政行为、

2

起县级
行政行为进行了审查、 把关。

陇县政府法制办主任闫立新坦率地告诉
记者：“开始心里也抵触， 这不是往我们法制

办横插一杠子吗？ 经过实践，我认为法院审
查确实管用，经过法院把关，确实避免了不少
失误。 这样，不仅减少了纠纷的发生，也节省
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

对陇县法院建立的案件风险评估预警
工作制度， 陇县县委政法委给予好评并于
2009

年
6

月
3

日转发， 要求各部门学习
借鉴做好协调配合。

这项制度要求承办部门和承办人， 对
所办案件或所受理的来信来访是否会引发
当事人上访、 缠访等不稳定因素进行分
析、 预测和判断， 提前采取必要措施。 未
按程序进行风险评估或未采纳风险评估结

论， 造成案件处理不当， 引发涉诉信访、

影响社会稳定的， 要承担责任。 接到通报
预警的部门， 应当及时安排人员了解熟悉
案情或上访人申诉、 上访理由和要求， 并
通知可能涉及的人员， 做好启动处理信访
紧急事项预案的准备。

今年
2

月
8

日， 陇县法院东风法庭接到
东风镇尧场村

2222

亩国合造林承包者刘某
诉该村村民秋某等四人排除妨害纠纷一

案。审理中，秋某等所在的第二村民小组则认
为阻止刘某开采的是属于本小组的集体林，

并要求刘某赔偿财产损害
20

余万元， 并称若
不妥善解决就集体联名赴省上访。

“接到东风法庭汇报后，院里高度重视，

立即召开党组会进行研究部署。”主管东风法
庭的副院长唐长成告诉记者， 双方出现林权
权属纠纷，本可驳回排除妨害纠纷之诉，但考
虑到驳回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经风险评估，

法院在指派他组织东风法庭和驻村法务庭人
员开展调查的同时， 于

4

月
7

日分别向东风镇
政府和县林业局发出风险预警评估意见书。

经过各方共同努力，事态基本趋于平稳，事实
基本查清， 刘某和第二村民小组同意接受调
解。

截至今年
4

月底， 陇县法院对
38

起案
件进行了风险评估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建
议。

上接第一版建立法官依法独立判案
责任制， 强化合议庭和独任法官的审判职
责。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应当参加合
议庭审理案件。逐步实现合议庭、独任法官
负责制。”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

2007

年讨论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院
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
案件制度的若干意见》，为院长、庭长更好
地履行审判职责提供了政策依据。

●措施

第一，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 副院长、

庭长、 副庭长除参加审判委员会审理案件
以外， 每年都应当参加合议庭或者担任独
任法官审理案件。

第二， 院长、 副院长、 庭长、 副庭长

参加合议庭审理下列案件： 疑难、 复杂、 重
大案件； 新类型案件； 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
普遍意义的案件等。

第三， 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
院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办理案件的
数量标准应当有所规定。

第四， 院长、 副院长参加合议庭评议
时， 多数人的意见与院长、 副院长的意见不
一致的， 院长、 副院长可以决定将案件提交
审判委员会讨论。 合议庭成员中的非审判委
员会委员应当列席审判委员会。

第五， 院长、 副院长、 庭长、 副庭长参
加合议庭审理案件， 应当作为履行审判职责
的一项重要工作， 纳入对其工作的考评和监
督范围。

发挥优秀法官作用 提高审判工作质量

郾城： 维权热线彰显司法能动
本报讯为了在社会上营造重

视女性、 关爱女性的良好氛围， 积
极引导广大妇女学法、 懂法、 用
法， 增强广大妇女依法维权的意识
和能力，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
法院开通了“三·八维权热线”。 截
至

4

月底， 已接听咨询电话
342

个， 解答家庭婚姻问题
72

件。

热线设在反家暴合议庭， 专门
由

2

名精通民事案件审理、 懂得婚
姻家庭心理健康知识的女法官值守
热线， 以解答广大妇女在婚姻、 家
庭、 工作、 子女等方面的困惑。 据
统计， 来电中咨询婚姻问题的占绝
大部分， 而其中“第三者” 和“家
庭冷暴力” 问题又是焦点， 热线法
官就咨询者提出的因婚外恋或家庭
暴力所引起的离婚后财产分配、 子
女抚养等法律问题进行了认真、 耐
心的解答， 并且对涉及的经营夫妻
感情、 理性处理家庭人际关系等问

题也给予了良好的建议。

（蔡桂花）

点评： 能动司法是实实在在
的， 但又是不拘形式的。 能动的本
质是主动、 是服务、 是和谐， 因
此， 只要你心里装着百姓， 头脑里
不忘“人民法官为人民”， 你就会
在司法中能动起来， 想出好点子，

收到好效果。

郾城法院开通“三·八维权热
线”， 主动接受广大妇女的咨询，

认真、 耐心解答她们在婚姻、 家
庭、 工作、 子女等方面的问题， 促
使广大妇女学法、 知法、 用法、 守
法。 事情虽小， 却诠释了能动司法
的深刻内涵。 （老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