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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姜郑勇通讯员胡旭东） 近日， 四
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转变审判作风、 提升审判质效” 工
作调度会。 四川高院院长王海萍指出， 全省法院要进一步认
识转变作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 更有信心地抓好作风转变， 密切联系群众， 推动全省
法院工作科学发展。

四川高院要求， 要进一步实现转变作风与争创“两个一
流” 合拍共振， 把争创“两个一流” 作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的总路径、 总抓手， 把作风的改进体现到争创“两个一流”

的成效上来。 要保持抓工作的力度， 抓紧年底办案进度， 确
保全院、 各部门和承办人如期完成目标任务， 确保在高效结
案的同时不留案件质量和稳定风险隐患。 正确把握转变审判
作风与提升审判质效的相互促进关系。 要特别注意明年开年
的均衡结案工作。 在专项活动的基础上， 形成常态化的工作
调度机制； 加强审判管理的预判性， 及时调整管理思路和审
判资源， 实现审判质效更高水平的提升。

今日导读

（文见四版）

关于民事执行法律监督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贯彻实施新民事诉讼法

（九）

本报讯 （记者吴艳霞通
讯员王惠）

12

月
12

日， 一家
弟兄四人来到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
区人民法院打官司， 为父母遗产争
得面红耳赤。 婚姻家庭法庭庭长何
亚辉问他们： “你们当初伺候老人
的时候也这么争了吗？” 几个人顿
时无语。 随后， 何亚辉以为人子
女、 为人父母应尽的职责和传统伦
理道德作为突破口， 给几个兄弟讲
了一番道理， 当事人都很惭愧， 这
个案子很快就调解成功了。

裕华法院三年前在该院槐底
法庭成立婚姻家庭专业法庭， 这
个庭的调撤率当年就由原来的
50%

左右上升到
60%

， 次年为
70%

，

2011

年为
86.5%

， 今年则
已经达到

92%

。 这个庭的法官们
说， 他们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
在做调解工作， 而调解家庭纠纷
最需要的是耐心。

记者了解到， 婚姻家庭法庭
专门跟各种各样不幸的婚姻打交
道， 一开始， 法官们做调解工作

就是化解矛盾， 引导当事人树立
理性离婚的观念， 后来他们发现，

很多当事人把离婚当做解决婚姻
问题的最好办法， 过于强调婚姻
中的矛盾难以调和， 但却忽视了
一点： 如果造成婚姻失败的原因
没有解决， 就会带到下一段婚姻
中， 错误的婚姻观念会影响人的
一生。 针对这种情况， 婚姻家庭
法庭提出了“离婚风险提示制度”

和“婚姻考验期制度”。 “离婚风
险提示制度” 规定， 法官们对每
个离婚案的原、 被告， 都要在查
明其具体情况后， 详细告知其离
婚可能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 财
产上的减少、 生活上的不便， 以

及实际遇到的种种困境， 提示其
三思而后行。 “婚姻考验期制度”

也称为附条件和好制度， 对原告
坚决要求离婚、 被告坚持不离的
案件， 一旦发现双方存在缓和的
余地， 实行最多

6

个月的考验期
方法。

裕华法院院长袁伟说： 以前，

律师都不愿意代理离婚案件， 因为
离婚官司多是打持久战； 现在， 律
师们会主动配合法庭做当事人的工
作， 一次性解决婚姻矛盾。 与三年
前相比， 裕华法院婚姻家庭案件的
收案数量下降了

15%

， 二次起诉
明显降低。 在离婚案件中， 法官们
不再看到频频出现的熟面孔。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基层快讯

耐心调解摆道理提示风险讲法律
裕华法院为说和家事开“处方”

中国自古有“清官难断家务事”

的说法， 但老百姓的家务事不是小
事， 处理不好容易引发恶性事件， 动
摇社会稳定的基础。 司法机关实实在
在为老百姓办实事， 就要从百姓最关
注的、 最难以了断的家务事做起。 我
们自

2009

年起成立这个婚姻家庭专
业法庭， 就是想把这个庭作为一个专
业审判的样本。 经过三年多的实践，

该庭成功地破解了婚姻家庭案件的难
点，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这是我们为
人民幸福所做的一件实事。 目前， 我
们还设立了交通事故、 房地产、 劳动
争议专业法庭， 以“培养专家型法
官， 提高审判质效” 为目标， 把司法
为民的宗旨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为党
的十八大确立的“五位一体” 的奋斗
目标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袁伟：清官能断家务事

本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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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3

日讯 （记者张先
明）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出通知， 要求各级人
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
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精神， 进一步密
切联系群众， 切实改进司法作风。

通知指出， 要坚持司法为民， 密切联系群
众。 各级法院要建立完善院领导定期接待群众
来访制度， 积极倾听群众意见， 依法解决群众
合理诉求。 建立完善案件信息查询机制， 切实
方便当事人及时有效查询相关案件信息。 进一
步加强立案信访窗口、 诉讼服务中心等窗口建
设， 坚决杜绝“冷横硬推”、 “门难进、 脸难
看、 话难听、 事难办” 的衙门作风。 结合工作
实际， 加大巡回审判力度， 建立完善专门法
庭， 方便群众诉讼。

通知强调， 要推进司法公开， 接受群众监
督。 中级以上法院要建立新闻发布例会制度，

及时向社会发布重要司法信息。 对人民群众高
度关注、 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 及时依法公布
相关情况， 切实回应群众关切。 进一步完善裁
判文书上网、 庭审网络直播制度， 建立健全法
院开放日制度， 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通知要求， 要加强民意沟通， 扩大司法民
主。 进一步加强与各级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各民主党派、 无党派人士的沟通联络。 高度重
视特邀咨询员、 特约监督员工作， 充分发挥特
约人员的咨询监督作用。 建立健全微博发布管
理制度， 有条件的法院要适时开通工作微博，

加强与网民的沟通互动。 建立完善法院民意沟
通信箱， 对收到的各类信件要安排专人整理归

纳， 落实承办部门， 及时向群众反馈。 进一步
加强人民陪审员工作， 完善人民陪审员参与审
判工作机制。

通知指出， 要精简会议活动， 切实改进会
风。 进一步控制会议数量， 严格限制参会人
数， 切实提高会议实效， 开短会， 讲短话。 对
确需召开的会议， 原则上采取电视电话会议的
形式。 会议活动要厉行节约， 不得赠送礼品、

纪念品， 严格禁止借召开会议之机到风景名胜
区公费旅游， 严格禁止在高档酒店召开会议，

严格控制研讨会、 论坛、 庆祝会、 纪念会、 表
彰会、 博览会等。

通知强调， 要精简文件简报， 切实改进文
风。 进一步精简文件、 简报数量。 减少各种资
料汇编的印制， 严禁以培训班、 会议的名义印

制各种资料汇编。 提倡行短文， 严格控制文件
字数， 反对奢华文风。 大力推动办公自动化建
设， 倡导无纸化办公， 可以通过传真下发的材
料不再印制纸质文件。

通知要求， 要改进调研工作， 增强调研实
效。 各级法院领导每年要安排一定时间深入基
层调研。 调研活动要轻车简从、 减少陪同、 简
化接待， 不用警车开道， 原则上在法院机关食
堂就餐。 严禁在调研过程中收受各种礼品、 纪
念品、 土特产等。 进一步提高调研工作质效，

突出调研重点， 抓好调研成果的转化。 切实规
范对各级法院领导调研活动的新闻报道， 对一
般性调研活动不作宣传报道； 对确需宣传报道
的重大调研活动， 要注重根据工作需要和新闻
价值， 合理安排报道篇幅。

最高人民法院通知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八项规定

密切联系群众切实改进司法作风

近日，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改进司法作风的六项
措施。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
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的
具体举措，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人民法院切实改进司法作
风的总要求。

六项措施涵盖司法为民、

司法公开、 民意沟通、 会议活
动、 文件简报、 调研工作各方
面， 条条都是真招实措， 具有
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体
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切实加强司法
作风建设的决心， 对进一步改进
人民法院的司法作风必将产生积
极深远的影响。

贯彻落实好这六项措施， 首
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 从思想
上真重视、 真理解。 要看到， 司
法作风不仅仅是形象问题， 更是
感情问题、 立场问题， 关系到人
民法院的公信和权威。 广大干警
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 坚持群众
路线， 从内心深处明确权从何
来、 为谁服务、 为谁司法的问
题， 始终把人民群众摆在心中最
高位置。

贯彻落实好这六项措施， 关
键要执行、 要落地。 各地情况有
差异， 部门业务有区别， 但落实
力度不能有差异、 打折扣， 更不
可糊弄、 作秀。 要对照部门、 对
照岗位、 对照工作， 逐条与这六
项措施“对表”， 看看差距在哪
里、 问题在哪里， 明确改进和努
力方向， 制定出具体的落实举措
和整改时间表。 要加强督导检
查， 加强司法巡查和明察暗访，

确保条条措施得到落实。

贯彻落实好这六项措施， 法
院领导的带头作用至关重要。 院
长和其他领导干部能不能带头执
行六条措施， 是对各级领导干部

党性修养、 工作作风的直接检验； 能不能确保这六条措施
落地是对各地法院凝聚力、 执行力、 战斗力的直接检验。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领导班子要带头执行八项规定和六项措
施， 从小事着手、 从点滴做起， 教育引导广大干警把各项
规定作为“风纪镜”， 认真对照检查自己的行为， 切实改
进司法作风。

作风建设必须常抓不懈。 六项措施是起点， 更是牵引
作风建设的主线。 因此， 人民法院要建章立制， 认真贯彻
落实六项措施、 《法官行为规范》、 《人民法院文明用语
基本规范》 等， 建立起加强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 使作风
建设融入法院工作的各个环节。

作风是形象， 作风是力量， 作风是司法公信力。 只有
下大力气加强司法作风建设， 人民群众才会信任司法、 尊
重司法， 司法公信力才会得到显著提升。 任务已明确， 目
标已清晰， 各级人民法院要尽快行动起来， 深刻领会、 认
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六项措施， 结合实
际情况， 狠抓工作落实， 把司法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
平， 努力开创人民司法事业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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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宁
12

月
13

日电 （记者黄星航通讯员谷
峻杰） 全国高级法院执行局长座谈会今天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召开，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温卡华致辞， 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罗殿龙出席会议。

奚晓明总结了近两年来全国法院执行工作取得的成绩和
存在的问题， 并就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执行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他指出，在全国法院执
行干警的共同努力下，近两年执行工作在执法办案、规范化建
设、信访处置、联动机制建设和开展各类专项活动等方面都取
得了新的成效。他要求，全国法院执行部门今后要进一步突出
重点，狠抓执法办案第一要务；更加注重健全长效机制，继续
加大反规避执行力度；加快推进执行信息化，强化执行联动机
制建设； 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积极开展执行指挥中心
建设； 逐步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 不断推动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

奚晓明强调， 全国法院执行干警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的十八大精神上来， 把队伍建设作为头等大事， 不断
提升广大执行人员的政治素质、 业务素质和廉政素质， 以更
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更加扎实顽强的工作作风， 努力开
创执行工作的新局面。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的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全国
31

家
高级人民法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解放军军事法院及
部分中级、 基层法院的

12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奚晓明在全国高院执行局长座谈会上要求
健全长效机制 改进执行工作

本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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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讯为充分
展示各级法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的良好风貌， 展示人民法院在新起点上
实现新跨越的决心和信心， 中国法院网
推出“在十八大精神指引下” 院长系列
访谈。 今天， 该访谈节目迎来了首位嘉
宾———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李建平。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进行了深入部署， 对司法工作给
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中国法院网经过精
心策划，推出了“在十八大精神指引下”院
长系列访谈节目，着重通过访谈的形式，约
请部分中级、基层法院院长，结合近年来人
民法院的实践和探索， 畅谈如何深入贯彻
党的十八大精神， 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对

司法的新要求，推动各项事业实现新发展。

在访谈中， 李建平通过一个个案例故
事， 介绍了近两年来巴彦淖尔法院在推进
社会管理创新中所进行的探索。目前，巴彦
淖尔法院已经建立“诉调三层对接机制”、

“司法确认机制”、“司法建议沟通机制”等
创新模式，在“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建平认为，学习贯彻党
的十八大精神重点要结合法院工作实际，

实现法院自身科学发展要体现在提升司法
公信上， 要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好每一个案
件， 确保案件裁判经得起法律的评价和历
史的检验， 让公信力成为提升能动力和亲
和力的落脚点； 下转第二版

法院网推出“在十八大精神指引下”院长系列访谈

巴彦淖尔中院院长李建平畅谈提升司法公信

本版编辑刘曼
fyxw@rmfy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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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记者黄星航通讯员张
磊）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景汉朝今天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
市召开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会， 通报五年来人民法院各项
工作情况， 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工作部
署， 并认真听取代表们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代表们对最高人民法院五年来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及进
步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并就今后工作方向和工作重点
提出了许多建议。 唐成良、林繁、陆云代表认为要进一步转变
工作作风，努力塑造良好形象，提高司法公信力。刘庆宁、韦柳
春、甘善泽代表建议进一步加大公开力度，增强审判工作的公
开度和透明度。 梁启波代表建议在各中级法院建设青少年法
制教育基地，更好地开展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苏明芳代表建
议要把重点放在解决农村基层矛盾纠纷上。周如强、农智毅代
表提出要做好调解与执行的衔接工作，避免规避执行。广西壮
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荣福希望提高基层法官待遇水
平， 确保基层尤其是条件艰苦的边境、 山区法院能够“留住
人”，他强调这是一项基础工作，希望抓紧抓好。

景汉朝对代表们表示感谢， 表示将认真梳理、 分析、 吸
收这些意见和建议， 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改进工作， 更好地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景汉朝与全国人大代表座谈
通报情况 听取意见

入冬以来， 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为减轻当事人诉累， 通过采取巡回立案、 就地开
庭、 现场调解等措施， 将司法为民、 利民、 便民工作落到实处。

12

月
13

日， 今冬首场
大雪过后， 该院法官们脚踏泥泞雪路， 来到小李村向案件当事人送达法律文书。

张建忠刘莉摄
洋河杯图片好新闻竞赛

□刘云山在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认

真落实八项规定 扎实培育良好作风 王岐山出席会

议并讲话

要闻
简报

（据新华社）

本报讯 （记者朱 通讯员
杨梅花姚迪） 日前， 江苏省徐州市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
了《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人大代表旁
听评议庭审的规定》， 这标志着“千名
代表听百案” 这项邀请人大监督司法的
司法公开措施以法规的形式确立了下
来。

据徐州人大内司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制定《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人大代表
旁听评议庭审的规定》，旨在使人大代表旁
听人民法院庭审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

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法》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监督法》，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开展
千名代表听百案专项活动，使之成为改进
司法监督的载体、 推行公开审判的重要途
径、 人大和法院共同解决涉法信访问题的

重要方法， 促进司法公正， 提高司法公
信。

据介绍， 新出台的《规定》 共二十四
条， 分别就制定听案评审的目的、 基本原
则， 听案评审人员、 案件的选择范围， 评
议的对象、 内容、 方式和监督意见的处
理， 听案评审的经费保障和日常协调机制
的建立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突出了听案评
审的针对性、 时效性和可操作性。

江苏徐州人大出台规定支持“千名代表听百案”

转变审判作风提升审判质效
四川高院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