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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全面全程推进“阳光司法”

互联网开辟司法公开新天地

新思路破解巨额国家赔偿案

———香港某船务公司请求确认民事诉讼财产保全行为违法申诉案调解纪实
本报记者何靖闫继勇本报通讯员郑春笋

广东惠州， 素有“惠民
之州” 之美誉。

从
2010

年起， 惠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惠民
之州” 法院应争创司法惠民
品牌。

两年来， 该市两级法院
广泛开展“司法惠民推进
年” 活动， 推进十大司法惠
民工程， 进行司法惠民竞
赛， 积极贯彻司法惠民理
念， 一系列诠释惠民内涵的
创新措施精彩纷呈———

惠城区人民法院的“四
费一金一酬” 案件先予执行
工作、 惠阳区人民法院的诉
前联调工作、 大亚湾经济技
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的主动执
行工作、 博罗县人民法院的
“社区法官” 制度、 龙门县
人民法院的“司法惠民工作
站” ……

“司法工作的好坏， 人
民群众是否满意是根本标
准。” 惠州中院院长王海清
如是说。

惠民在于便民———

法庭开在百姓需要之时
惠民故事：

2011

年
6

月
17

日晚上
8

时许， 博罗
法院圆洲人民法庭内依然灯
火通明。 一起劳动争议案在
此挑灯夜审。

圆洲法庭受理周某诉博
罗某橡胶制品厂劳动争议案
后， 原告周某因白天工作时
间要在工厂上班， 没有充足
时间到庭， 晚上才有时间参
加诉讼， 于是向法庭申请能
否在晚上开庭。 该案主审法
官黄值忠在了解到当事人的
诉求和困难后， 当即就联系
被告方， 就开庭时间征得了
双方的同意， 决定将原先上
午

9

时开庭时间改为晚上审
理。

庭审期间， 原、 被告双
方情绪对立， 争议激烈。 黄

值忠耐心细致地开导、 说服， 终于使双方同意调解， 最终
以和谐的方式结案。

嗣后， 原告十分感动， 说道： “夜间开庭不影响工
作， 兼顾了我们的需求， 非常感谢法官。”

便民措施： 为便利当事人诉讼， 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
本， 惠州两级法院积极开展“巡回审判， 就地办案”， 不
拘于审判的时间、 地点和形式， 灵活办案， 注重于矛盾的
化解和当事人的情感及关系的处理， 把法庭开到田间、 地
头， 开到假日、 夜间。

去年以来， 全市
6

个基层法院共开展巡回法庭
42

次、

假日法庭
13

次、 夜间法庭
30

次， 共解决纠纷
66

件。 其
中， 惠城区法院水口法庭利用夜间法庭调处案件达

25

次，

收效良好。

此外， 惠州两级法院还加强了立案信访窗口的建设，

实现了“门诊式” 服务模式， 配置了各种便利设施， 方便
群众办理业务。 如设立导诉员、 免收劳动争议案件诉讼
费、 建立诉讼材料流转中心、 安装银行缴费终端等等。

记者感受： 法院放下身段， 以服务的姿态为人民司
法， 考虑当事人的需求， 便民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惠民在于亲民———

法官来到百姓家门口
惠民故事： 居住在长宁社区一楼的张某因下水道排水

问题与楼上居民有矛盾已有近
10

年。

2011

年
6

月的一
天， 一场暴雨把大家共用的排水道堵塞了， 雨水倒灌涌进
了张某家。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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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经验

“三年前， 我公司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申请确认德州中院违法并给予国家赔偿。

后来我们撤回了申请， 因为公司的利益没有
受到多大的损失。” 提起往事， 香港某船务
公司委托的律师刘女士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
中感叹说， “多亏省高院注重维护当事人权
益， 也多亏德州中院主动协调各方面关系，

全力协助青岛海事法院进一步执行， 为我公
司追回了

1246

万元案款。 案子结果是公正
的， 我们很满意！”

“虽然这件国家赔偿确认案件的审理费
了很多周折， 但经过两级三地法院的努力最
终有效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对此， 我
们还是感到由衷的欣慰！” 山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赔偿办主任唐明说。

前不久， 当记者到山东采访这起被当地
人称为“中国最大金额国家赔偿申诉案”

时， 不论是当事人还是办案法官似乎都有说
不完的话。 语气虽然轻松， 却在不经意间透
露出办案的艰辛与曲折。

两家法院裁定发生冲突
当事公司申请国家赔偿
故事还得从五年前两个法院审理的两起

民事纠纷案说起。

2007

年
4

月
6

日， 青岛海事法院在审
理原告香港某船务公司诉被告德州开元进出
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元公司） 航次租船
合同代位权纠纷一案中作出裁定， 冻结开元
公司银行存款

200

万美元、 查封扣押其他等
值财产， 并向德州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德州
银行） 送达了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 经查
询， 他们冻结的开元公司在德州银行账户即
为退税款账户， 此时账面仅有

418.11

元。

同年
4

月
9

日， 德州银行以开元公司欠
1260

万元未还为由， 诉至德州中院；

4

月
12

日， 德州银行又将标的额增加至
3220

万元，

并提出诉讼保全申请， 请求对开元公司在国税
局正办理中的

2000

万元出口退税款进行保全。

德州中院当天作出民事裁定， 冻结开元公司在
国税局的出口退税款

2000

万元。

4

月
17

日，

德州中院又作出一份裁定书， 裁定将开元公司
在国税局的出口退税款退至该公司在建设银行
的账户， 并向国税局送达了协助通知书。 同
日， 又下达裁定查封开元公司在该建行账户上
的存款

2000

万元。

4

月
26

日，青岛海事法院向国税局送达一
份财产保全通知， 要求国税局将开元公司的应
退税款数额及退税款时间及时提交该院， 并不
再为开元公司变更退税账号。对此，国税局曾答
复：“我局认为德州中院裁定执行优先。 故我局
先执行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 ”

同年
9

月
21

日， 在德州中院开庭审理中，

德州银行与开元公司自愿达成和解协议， 商定
开元公司于调解书生效后一个月内偿还欠德州

银行的贷款
2000

万元。 德州中院对这份和解
协议予以确认， 并据此将

2000

万元退税款解
封、 划转。

2008

年
4

月
28

日， 青岛海事法院判决开
元公司偿付香港某船务公司美元

189

万余元及
相关利息。判决生效后，该案执行标的及执行费
共计人民币

1349

万余元，扣除通过执行其他款
物让香港某船务公司已受偿的

279

万余元，开
元公司尚欠香港某船务公司

1000

余万元。

“当初， 听说开元公司的出口退税款没有
打到我们申请青岛海事法院查封保全的账户，

而是被德州法官冻结划拨给德州银行时， 我们
就曾一直怀疑德州中院与开元公司、 德州银行
之间有恶意串通、 地方保护之嫌， 于是也曾感
到焦急、 无奈、 绝望， 认为

1000

余万元案款
肯定是‘泡汤’ 了！” 刘女士说。

2009

年底， 受香港某船务公司的委托，

律师刘女士向山东高院递交了关于确认德州中
院冻结保全违法的申诉书， 同时申请德州中院
赔偿损失

2000

余万元。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 （记者朱 ） 记者日
前从江苏法院司法公开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上获悉，

2011

年度， 江苏三级法院
大力加强互联网网站建设， 全面及时规
范地公开各类司法信息， 其中裁判文书
上网、 庭审互联网直播等项目取得明显
进展。

庭审公开是实现司法透明的传统途
径。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和公众对公平
正义的需求日益提升， 司法透明不仅要
求庭审过程公开， 更要求做到司法机关
各类活动的公开； 不仅要求对当事人公
开， 更要求对全社会公开。” 江苏省高
级人民法院党组认为， 特别是随着电子

政府（

e-Gov

） 的推进， 法院网站建设提
高了法院审判活动的社会关注度和影响
力， 也为司法全方位透明公开提供了可能
和有效的途径。

推进司法全面、 全程、 实质公开， 江
苏法院网站建设并不仅仅止步于将网站作
为单向发布司法信息的平台， 而是建立和
完善其在线办事功能， 如提供案件进度查
询、 涉诉信访案件立案受理情况查询等服
务， 以实时全面的司法公开方便公众获取
司法服务、 参与司法活动。

目前， 江苏
13

个中级法院中已有
9

家开通了自己的互联网站，

113

个基层法
院中有

38

家开通了自己的互联网站。 全

省法院通过“江苏法院网”、 各地法院门
户网站等发布裁判文书近两万份。 淮安中
院将庭审直播平台放置地方民生网站， 无
锡中院开办庭审网络直播栏目《庭审在
线》， 平均每期被网民点击

2000

余次。 全
国首批

100

家“司法公开示范法院” 之一
的徐州法院不断创设网络公开的新载体，

开通“院长信箱”， 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

设置与网民交流互动专栏， 并不断拓宽网
络公开的广度和深度， 加强网络公开工作
的管理， 建立网络动态监控机制和网络舆
论应对机制。

2011

年，徐州两级法院开展
网上图文直播庭审

213

次， 徐州中院网站
日点击量达到

3

万余次。

本报北京
5

月
10

日讯 （记者张先明）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模范法官、 黑龙江省
宁安市人民法院副院长金桂兰， 因病医治无
效， 于

2012

年
5

月
8

日
7

时
20

分病逝， 享年
55

周岁。 金桂兰同志追悼会今天在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举行。 最高人民法院向黑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发去唁电， 对金桂兰同志的逝世表示
深切哀悼， 向金桂兰同志的家属致以诚挚慰
问。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送花圈表示深切
哀悼，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 副院
长南英也以不同的形式表示悼念。

唁电说， 惊悉全国先进工作者、 全国模范
法官、 宁安市人民法院副院长金桂兰同志因病
医治无效， 不幸逝世， 我们深感悲痛， 在此代
表最高人民法院和王胜俊院长向金桂兰同志表
示深切哀悼， 向金桂兰同志的家属致以诚挚慰
问。 金桂兰同志多年扎根基层人民法庭， 牢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恪尽职守，

甘于奉献， 公正司法， 清正廉洁， 以坚定的党
性、 优异的业绩和崇高的精神， 赢得了党和人
民的高度评价， 被誉为“心系百姓的好法官”。

金桂兰同志为人民司法事业奉献了自己的全部

心血和宝贵生命， 是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时代
先锋” 和人民法官的杰出楷模。 她的事迹永远
值得我们铭记， 她的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她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传承。 全国法院广大干
警要以金桂兰同志为榜样， 奋发进取， 扎实工
作， 不断把人民司法事业推向前进。

记者获悉， 金桂兰同志病重期间， 南英
及政治部有关负责人专程前往医院探望。 在
得知金桂兰同志逝世后， 沈德咏作出批示，

对金桂兰同志积劳成疾， 英年早逝表示惋惜，

对金桂兰同志为人民司法事业做出的贡献给
予充分肯定， 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做
好相关工作， 并转达最高人民法院和王胜俊
院长对金桂兰同志的沉痛悼念以及对金桂兰
亲属的慰问。

本报牡丹江
5

月
10

日电 （记者吕爱
哲段春山通讯员郑建华） 今天， 金桂兰
同志的追悼会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殡仪馆隆重
举行。 最高人民法院发来唁电， 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王胜俊、 副院长南英分别敬送了花圈， 对
金桂兰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 并向金桂兰家属
致以慰问。

庄严肃穆的悼念大厅里摆满了社会各界及
群众敬送的花圈和花篮。 中央、 省、 市有关部
门相继发来唁电， 黑龙江省委副书记杜家毫，

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黄建盛， 省委常委、 省
委秘书长杨东齐分别敬送了花圈、 挽联， 黑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述元、 牡丹江市委书
记张晶川等省市领导参加了追悼会。

金桂兰生前所在法庭辖区内的群众
100

余人也特意赶到追悼会现场， 他们很多人今
天凌晨出发， 乘车

100

多公里来到了追悼会
现场， 纷纷表示要最后送一送好法官金桂兰。

牡丹江市政法干警及社会各界千余人参加追
悼会， 在低沉悲怆的哀乐声中沉痛悼念金桂
兰同志。

金桂兰，

1992

年
4

月调到宁安市法院，

历任宁安市法院东京城法庭助理审判员、 审判
员、 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副处级审判员、 宁
安市人民法院副院长。 她长期奋斗并坚守在基
层， 多年扎根农村法庭， 努力去化解群众矛
盾、 解决群众难题。 她跑遍了法庭辖区的

155

个村屯， 到当事人家里调解案件
1000

余次，

累计行程
5000

余公里， 主审的
1300

余起案

件， 无一例重审改判、 无一例差错超限、 无一
例上访缠诉、 无一例违法违纪，

90%

以上调解
结案， 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2004

年， 金桂兰被黑龙江省委授予“心系百姓的好
法官” 荣誉称号， 同年， 又被中宣部授予“时
代先锋” 荣誉称号。

2007

年当选为党的十七
大代表。 她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 、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全国模范法官”、

“英模天平奖章” 等近百项荣誉， 荣立个人一
等功、 二等功各两次。

金桂兰患病期间， 社会各界群众十分牵挂
她的病情， 有专程到医院看望的， 也有送药品
和偏方的， 期盼好法官金桂兰早日康复， 回到
人民群众身边。

金桂兰身患多种疾病， 并做过多次手术，

就在住院期间， 她还在牵挂着曾经审理过的案
件当事人的生活疾苦， 直到病魔让她卧床， 生
命的最后岁月里， 她也是以坚强的意志和乐观
的精神， 与病魔做顽强的斗争， 并不时念叨着
病好后回到她所挚爱的工作岗位上， 继续为群
众服好务， 回报党和人民对她的厚爱。

全国模范法官金桂兰逝世

最高人民法院致唁电王胜俊送花圈表示深切哀悼

用生命的烛光实现对光明的追求

———追记“心系百姓的好法官” 金桂兰
（文见四版）

本报南京
5

月
10

日电 （记者谢圣华王明新娄银生） 今
天，由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光明日报社、中国人民大学、华东政法大
学、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报社、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共同主办的“人民法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与实践论坛”

在江苏省南京市举行。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军出席并
讲话。张军强调，人民法院要立足审判本职，大力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
进程。江苏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弘强，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李春林等
分别致词。 论坛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主持。

张军在讲话中指出，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是以胡锦涛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战略
任务， 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当前正处于发
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各类社会矛盾凸显期， 经济体制深刻变革，

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传统的
社会管理模式和理念也不能充分适应经济社会的新发展、新变化。当
前我国社会管理领域所承受的各种考验， 虽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和必然反映， 但在我国由中等收入向高收
入发展、由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发达国家过渡的“高风险”时期，更需要
我们加强研究，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做到科学、从容应对。

张军强调，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纳入法治化轨道。 依法治
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宪法原则。 法治作为国家和社
会的一种治理方式， 真正难的是落实、 是实施， 是逐步形成自觉的
法治思维， 即真正形成依据法律管理国家和服务民众的思维方式。

下转第二版

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针对偏远山区村民打官司不便的问题， 从今年
3

月
1

日起， 定期组织法官到山区农村为村
民办理立案手续， 开展巡回审判， 调解民事纠纷。 图为

5

月
10

日， 该院法官来到距离城区
30

多公里的杨庄河村开庭
审理一起借款案件， 经调解双方当场达成调解协议。 张建忠张敏洁摄

张军强调
人民法院要立足审判本职

着力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

据新华社万象
5

月
10

日电 （记者邹伟斯宏亮）

北京时间
5

月
10

日上午
11

时许， 日前被中老警方联手抓获
的湄公河流域“金三角” 地区特大武装贩毒集团首犯糯康在
此间被正式依法移交给中国警方， 乘中方派出的包机押解到
中国。

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局长、 专案组组长刘跃进表示， 中老缅
泰四国联合执法、 通力合作， 共同打击跨国犯罪， 成功抓获糯
康及其贩毒集团骨干成员， 给长期盘踞“金三角” 地区的这一
特大武装贩毒集团以摧毁性打击， 有效维护了湄公河流域安全
与稳定。

刘跃进介绍，

2011

年
10

月
5

日， 两艘中国商贸船只在
湄公河“金三角” 地区水域遭到劫持，

13

名中国籍船员在湄
公河泰国水域被枪杀。 经中老缅泰四国警方联合工作， 现有
证据证明， 长期盘踞湄公河流域“金三角” 地区的武装贩毒
集团首犯糯康及其骨干成员与泰国个别不法军人勾结策划、

分工实施了“

10

·

5

” 案件（湄公河惨案）。

“金三角”特大武装贩毒集团

首犯糯康被依法移交中国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