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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先锋

（内蒙古）

二
○

一一年
1

月
21

日内蒙古自治区十一
届人大四次会议选举胡毅峰为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3

月
22

日自治区高院组织召
开全区法院院长会议暨队伍建设、

反腐倡廉工作会议， 胡毅峰在工作
报告中提出“

7575

” 总体发展思
路。

4

月
13

日自治区高院印发
《关于全区中级法院目标管理绩效
考核办法（试行）》， 首次对全区各
中院实行目标量化考核。

5

月
17

日全区法院“反规避
执行专项活动” 全面启动。

7

月
13

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与自治区高院联合下发《关于加强
和改进全区法院系统党建工作的意
见》。

8

月
4

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书记、 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春华批
示， 将自治区高院发布的《

2010

年全区法院行政审判白皮书》 印发
各盟市旗县党政一把手学习， 提高
依法执政水平。

9

月
23

日自治区高院文体馆
被自治区体育局命名为首家“科学
健身示范基地”。

10

月
31

日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办公厅转发《内蒙古高院党组
关于为自治区实施“十二五” 规
划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意见》，

要求各级党委、 政府充分发挥人
民法院在保障和服务“十二五”

规划实施中的重要作用。

12

月
20

日全区法院集中排
查化解长期未结诉讼案件完成率达
到

93.96%

， 集中化解中政委交办
案件率达到

97.3%

。

12

月
23

日胡毅峰在全国高
级法院院长会议上作了题为《落实
第一责任强化审判职能》 的典型
发言。

二
○

一二年
1

月
12

日自治区党委政法委
和自治区高院党组联合下发《关于
加强全区法院领导班子建设的意
见》。

2

月
14

日自治区高院全面启
动全区法院深入开展“领导干部大
接访”、 “千名法官下基层” 系列
活动。

2

月
19

日自治区十一届人大
五次会议以电子投票的方式， 高票
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

３

月
16

日胡毅峰在全区社会
主义法治理念再学习再教育视频宣
讲中提出， 全区法院在开展工作中
要正确处理好十个方面关系。

4

月
25

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兼政法委书记李佳到自治区高院调
研， 评价内蒙古高院工作思路清
晰， 举措有力， 效果明显， 总体概
括为

12

个字： 班子强、 队伍硬、

工作实、 贡献大。

4

月
27

日自治区高院部署全
区法院集中开展化解涉诉信访案件
“百日攻坚专项行动”。

5

月
7

日自治区高院党组决
定选派

100

名业务骨干挂职锻炼。

7

月
5

日自治区高院举行全
国蒙汉双语法官培训基地开工奠基
仪式。

7

月
12

日自治区高院、 自治
区检察院召开首次联席会议， 建立
工作联系制度， 健全日常工作沟通
机制， 研究需要双方配合解决的问
题。

在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 本报
记者就内蒙古法院如何充分发挥审判职
能作用， 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良
好的社会环境的话题， 专程采访了内蒙
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
胡毅峰。

迎接十八大特刊：胡院长，请您简要
谈一谈内蒙古法院今年上半年的主要工
作情况。

胡毅峰：今年以来，全区法院在党委
的领导、 人大的监督和最高人民法院的
指导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
围绕推进三项重点工作， 牢固树立社会
主义法治理念，突出能动司法，全力服务
经济发展、 维护社会稳定， 突出改革创
新，全力规范审判管理、参与社会管理，

突出文化建设，全力服务文化发展、弘扬
法院文化，突出能力建设，全力抓好领导
班子建设、提高队伍建设水平，突出廉政
建设，全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完善惩防
体系， 突出对下指导， 全力抓好深入基
层、建设基层工作，进一步提升服务大局
能力、提升审判质量、提升队伍素质、提
升司法公信力、提升基层建设水平，为自
治区科学发展、 强区富民和党的十八大

胜利召开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从上半年的情况看， 全区法院各项
工作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全区法院共受
理各类诉讼案件

155107

件， 同比上升
6.94%

； 审结
110976

件， 同比上升
15.24%

。 各项审判质量评估指标继续保
持去年的良好势头，

25

项指标中有
20

项指标好于去年同期，呈现了“

10

升
10

降”良好态势。

迎接十八大特刊：请您介绍一下“领
导干部大接访”和“千名法官下基层”活
动的情况。

胡毅峰： 今年是全国各族人民喜迎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的最关键一年。 我
们感到， 如何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
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当前全区法院各项
工作的重中之重。

年初，经内蒙古高院党组研究决定，

在全区法院部署开展“领导干部大接访”

和“千名法官下基层”活动，把这两项活
动作为践行司法为民、 解决人民群众最
关心的突出问题的重要抓手， 切实维护
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通过这两项活动
的深入开展， 确实为人民群众解决了一
批实际问题， 使得一批信访积案得到有

效处理， 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
解在萌芽状态，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考虑，要把这两
项活动转化为全区法院司法为民的长
效机制，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迎接十八大特刊：您能否再谈一谈
如何带领全区法院广大干警迎接党的
十八大胜利召开？

胡毅峰： 在今年的后几个月里，我
们将指导全区各级法院，认真贯彻落实
胡锦涛总书记“

7

·

23

”重要讲话精神和全
国大法官研讨班精神，重点抓好以下几
个方面工作：一是在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上下工夫。 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不手
软，妥善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不放松，为党
的十八大的顺利召开营造良好的氛围。

二是在加强审判执行管理上下工夫。 突
出审判执行第一要务，强化案件质量，坚
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把案
件事实关、 证据关、 程序关和适用法律
关， 要在审理的每一起案件中体现法律
的公平正义。进一步提高审判效率，加强
案件流程管理， 抓好长期未结案件清理
工作，切实提高司法公信力。三是在加强

法院文化建设上下工夫。 认真贯彻落实
全国法院文化建设推进会精神， 紧紧扣
住审判执行中心工作， 把培养树立“忠
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干警核心价
值观作为法院文化建设的核心， 把法院
文化渗透到审判执行工作的各个环节，

努力提高全区法院文化建设的层次和水
平。四是在加强队伍建设上下工夫。进一
步强化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 扎实开展
“两评查”活动，努力提高广大法官司法
能力。坚持从严治院方针，加大违纪违法

行为查处力度，确保司法廉洁。 五是在
深入推进“领导干部大接访”和“千名法
官下基层”上下工夫。 进一步强化对这
两项活动的督促和检查，深入化解社会
矛盾，落实司法为民各项措施，确保活
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六是在加强基
层基础建设上下工夫。 坚持软件和硬件
“两手抓”的原则，切实加强基层基础建
设，切实提高一审案件的质量，切实发
挥基层处在矛盾纠纷化解第一线的重
要作用。

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深层次、新类
型矛盾大量涌入法院的关键时期， 内蒙
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深入学习贯彻科
学发展观，紧密结合地区实际，强化能动
司法、强化第一责任、强化司法为民、强
化班子和队伍建设，审判质效明显提高，

司法公信力明显提升。

自治区党委书记、 人大常委会主任
胡春华将内蒙古高院发布的行政审判
“白皮书” 批示印发全区各级党政一把
手，要求认真组织学习，提高依法执政水
平。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李
佳对高院工作的总体评价为

12

个字：班
子强、队伍硬、工作实、贡献大。

能动司法护航“富民强区”

2011

年
11

月，内蒙古高院《关于为
自治区实施“十二五”规划提供司法保障
和服务的意见》 被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转
发全区贯彻落实。

该意见指出：“审判工作与经济社会
发展密切相关， 全区各级法院要切实增
强服务大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自觉把
审判、 执行工作放到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中定位，放到“十二五”发展目标任
务中谋划，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积极
有效地为促进自治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 ”

集包铁路双线建设工程是国家重点
建设工程， 需要征用包头市铁路东站

3

号楼
35

户居民的住房。在长达
3

年的时
间里， 铁路和地方政府先后换了

8

批工
作人员， 仍没有与居民达成征收补偿安
置协议。

包头市东河区法院受理案件后，立
即全方位、多角度展开工作。经过该院两
个月的艰苦工作，

35

户居民全部签订了
补偿安置协议，自动拆除了住房。这是内
蒙古各级法院处理涉及土地和房屋搬迁
问题的一个缩影。

搞建设离不开征地，征地涉及拆迁，

拆迁搞不好容易引发诉讼。 妥善处理涉
及土地和房屋搬迁问题， 一度成为社会
热点和难点问题。 内蒙古高院认真贯彻
《国有土地和房屋征用补偿条例》， 因地
制宜提出了“服务改革建设大局、先补偿
后拆迁、依法按程序进行、注重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四条意见。 自治区党委、政
府对该意见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要求全
区贯彻执行。

一年多来， 全区各级法院共办理涉
及土地和房屋搬迁问题案件

700

多起，

无一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无一引发上访
问题。

审判管理强化“第一要务”

今年
４

月上旬，经过多次征求意见，

内蒙古高院正式印发了《全区中级法院
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办法》和《高院机关目
标管理绩效考核办法》。各中级法院也很
快参照该办法制定出对基层法院和本级
机关的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办法。 这标志
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内蒙古全区法

院将全面实施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制度，

对下指导监督有了具体的目标任务。

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对高院党组的做
法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 迅速将绩效考
核办法及配套的三个规范性文件转发全
区各政法机关执行。 高院党组也专门抽
调骨干力量分别在

7

月、

12

月两次进行
考核，并在年终总结表彰大会上，对赤峰
市等三个先进法院进行了重奖。 排名靠
后的中级法院则向高院党组提交了整改
意见。

今年以来，内蒙古高院以“找差距、

补短板，提高干警的审判业务能力”为目
标，把庭审和裁判文书“两评查”活动同
对下监督指导工作深入结合、 同目标管
理绩效考核工作相结合、 同评先评优相
结合、 同司法公开相结合， 采取庭审观
摩、社会评议、文书上网等工作措施，不
断将“两评查”活动扎实推向深入。

截至目前， 全区各级法院共开展庭
审评查

2201

件次，裁判文书评查
22727

件次， 在提升司法能力和审判质量上取

得了明显成效。

主题实践提升司法公信力
今年

2

月中旬， 内蒙古高院院长胡
毅峰来到呼和浩特市中院接待大厅接待
上访群众，拉开了全区法院系统“领导干
部大接访”、“千名法官下基层”活动的序
幕。

很快，从城市到农村，从广阔草原到
大兴安岭深处， 蒙古包法庭、 热炕头法
庭、 大篷车法庭等活跃在广袤的内蒙古
大地上。广大法官走出法庭，深入农村牧
区、社区工厂，来到偏远地区和行动不便
的当事人家中巡回立案、调解、审判，减
少群众诉累，尽力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化
解在村头院落、田间地头。

在深入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
育实践活动中，内蒙古高院把开展“领导
干部大接访”、“千名法官下基层”两项实
践活动作为主要平台。上半年，全区法院
领导干部接访当事人

5655

人次，化解信

访案件
3481

件。 全区法院组织法官
11417

人次深入基层， 共排查化解矛盾
纠纷

6459

件。

与此同时， 全区法院集中开展涉诉
信访案件“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坚持源
头治理，坚持解决实际问题，坚持依法办
事，坚持多元化解。在

５

至
８

月三个多月
时间， 上级交办的

497

件案件和自行排
查的

231

件案件实现了两个百分之百化
解的目标， 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
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债务缠身却能花天酒地、 负债累累
还能投资兴业、 身陷纠纷却恶意将债务
转给第三方……近年来， 相当一部分有
执行能力的人或企业， 利用种种规避执
行的招数，隐匿、转移、变卖财产或外逃，

致使被执行款难查、被执行物难封、被执
行人难寻，给法院执行带来了很大难度。

据不完全统计， 在全区法院受理的执行
案中， 被执行人以各种手段拒不履行的
案件占到

20%

至
25%

。

为从根本上遏制规避执行行为，从

去年年初起， 内蒙古三级法院围绕开展
“清积”活动，重点开展了反规避执行专
项行动。

2010

年
5

月，王文军因为与宋某发
生借贷纠纷一案， 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法院调解结案。调解书生效后，宋某拒不
履行调解书约定义务， 王文军随即向赛
罕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执行中， 执行人员查明被执行人
宋某已不在呼和浩特市生活工作， 经常
在中国与蒙古国之间往来。 为避免被执
行人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经高院批准，赛
罕区法院对被执行人宋某采取了限制出
境的强制措施， 迫使其主动到赛罕区法
院和申请执行人进行协调， 最终双方当
事人达成和解。

就这样，去年前三个季度，全区法院
共对

2176

名“老赖”实施罚款、拘留、公
开曝光、 降低信用等级以及追究刑事责
任等措施， 在全社会形成了严厉打击规
避执行行为的高压态势， 让心存侥幸的
“老赖”无处藏身。

内蒙古 法治快车驰骋在草原大地

本报记者李生晨宋建波本报通讯员段连发

（

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7

月）

狠抓审判执行第一要务

———访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胡毅峰
本报记者李生晨宋建波本报通讯员段连发

2011

年， 内蒙古法院
25

项审判质
量评估指标有

22

项好于往年同期，调撤
率、 裁判正确率等

11

项正指标明显提
升，改发率、申诉信访率等

11

项负指标
明显下降。

排查长期未结诉讼案件
513

件，审
结

480

件，结案率
94%

。中央政法委交办
信访案件年内化解率

93.3%

。 这两项工
作在全国法院均名列前茅。

大事记

数字榜

图为胡毅峰深入社区，和干警一起进行司法宣传活动。 杨文斌摄

内蒙古阿巴嘎旗法院法官到草原进行巡回审判，在内蒙古，这是常见的一幕。 呼斯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