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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0

月
31

日， 福建省司
法拥军工作座谈会在永安召开。 永安
法院作为全省唯一基层法院在会上作
了典型发言， 受到了省委常委、 省军
区政委朱生岭、 省高院院长马新岚及
与会代表的充分肯定。 马新岚院长
说： “近年来， 永安法院构建‘三创
四建五共’ 司法拥军体系等做法， 取
得了积极成效， 获得了广泛好评， 为
全省司法拥军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近日， 福建省综治办建设《平安福
建》 工作简报第

45

期、 福建省高院
《情况通报》

38

期， 再次转发肯定了
该院的做法。

■

打造平台
“三创” 维权机构
走近永安法院， 一对高大、 雄壮

的石雕雄狮静静盘卧， 显得十分威
严， 镇守在法院大门两侧。 底座上镌
刻着“

96167

部队赠”， 见证了永安
法院不断创新司法拥军工作方法， 创
设“维军审判庭”、 “涉军维权联动
中心”、 “军人之家” 等一件件感人
的拥军故事……

2008

年
3

月， 永安法院受理了
三起驻永

96167

部队军官郭某、 张
某、 许某与福建省开辉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三原
告要求开发公司赔偿卧室多出两根横
梁导致空间变小的经济损失

20346

元， 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
6327

元。

主审法官及时将案情向院长杨泽民作
了汇报。 院长考虑到案情影响面广，

处理不好将影响军民关系， 于是主动
和三原告部队首长作了沟通， 邀请了
部队特邀调解员、 永安房管、 建设部
门的专家及双方当事人到庭参加调
解。 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了协议。

7

天
后， 开发公司如期支付了赔偿款
21000

元。 另外， 考虑到三原告妻子
随军， 无职业， 家庭经济条件较为困
难， 法院还特批张某、 许某、 郭某免
交了诉讼费。 这让三名军人感动不
已， 特意为法院送来了一面锦旗表示
感谢。

案件审结了， 但却引发了永安法
院深层次的思考， 如何为官兵搭建起
一条行之有效的维权通道摆上了院党
组的议题。 大家一致认为必须真心实
意为官兵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机构、 机
制作保障。

2009

年
8

月
11

日， 经永
安市编委批复的全国首个独立建制的
内设机构“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
合法权益审判庭” 在永安法院正式成
立。 并在该院办公楼专门开设“军人
之家”， 方便军人军属来诉、 来访，

让军人军属感受“家” 一般的温暖。

从此， 涉军维权工作有了专门的机构
和负责人员。 该院的司法维军工作走
向了专业化、 制度化、 常态化的轨
道。

该院“维军审判庭” 的成立， 犹
如一朵常盛常开的鲜花， 芬芳满军
营。 自该庭成立以来， 永安法院先后
处理涉军案件

64

起， 涉案标的款达
560

万元， 审结率达
100%

， 平均审
限仅

36

天， 回复军人军属来信来电
近

343

件次， 进军营开展法律服务
60

多次， 发放法律服务联系卡
3000

多张。

2010

年
6

月， 维军庭接到某部
军官的妻子王某反映她在某公司的劳
动报酬迟迟未能拿到。 维军庭考虑该
纠纷应由劳动保障局先行处理， 但杨
泽民知道此事后， 不但亲自向劳动保
障部门沟通了此事， 还提出了对此类
纠纷的解决方案。 建议把与官兵训
练、 工作、 生活有关的单位联合起
来， 成立一个维权联动中心， 形成合
力维权体系， 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

从而进一步把司法维军工作的范围由
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法律咨询服
务等向官兵工作、 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领域延伸。

2011

年
4

月
8

日，全国首创“永
安市涉军维权联动中心” 在永安市法
院挂牌成立，形成了“

1

”

+

“

N

”的联动
维权机制。 参与涉军维权联动工作的
单位有市人武部、 双拥办、 驻永部
队、 民政局、 司法局、 劳动与社会保
障局、 交通局、 公路局等单位。 再
次创造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拥军
维权“绿色通道”。 建起了诉讼案件
由“维军庭” 审理， 非诉纠纷由

“联动中心” 处理的无缝隙涉军维权
体系。

“联动中心” 成立至今， 共受理
军属就业、 子女就学、 退役士兵安
置、 工伤赔偿等涉军维权申请

75

件，

在各成员单位通力配合下， 已协调解
决

39

件， 化解纠纷
36

起， 并解答军
人军属咨询

70

余人次， 增进了军政
军民团结， 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

整合资源
“四建” 维权网络
解放军某部首长饶小忠在接受中

央电视台采访时， 发自内心的感叹
到： “永安法院就像是我们军人的娘
家， 当我们受到侵害时总感觉有法院
为我们说话， 为我们撑腰， 心里有个
支撑点。” 该院在健全机构的基础上，

不断创新完善机制， 先后建立了涉军
案件“绿色通道”， “司法信箱” 、

“大调解网络”、 “维权联络站” 为官
兵搭建起涉军维权“快车道” ……

2008

年
3

月， 永安法院在与驻
永部队召开联席会议时， 一些官兵反
映由于部队训练任务重， 时间紧， 加
上诉讼程序复杂， 专业性强， 遇到涉
法纠纷时真到法院“打官司” 不容
易， 常常是忍一忍算了。 一席话引起
了杨泽民的深思， 他深深地感受到，

新形势下， 军人为了国家安危作出了
巨大的牺牲奉献， 为我们带来了和
平、 幸福， 法院作为司法机关， 应当

为他们提供更加便捷的司法服务， 让
他们能放下包袱， 轻装上阵。

为此， 永安法院深入驻军走访调
研， 成立了司法维军课题组， 探索新
形势下驻军及官兵的司法需求， 并撰
写了《永安法院司法维军的实践与思
考》 调研报告。 及时采取了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措施， 回应了官兵的关切。

一是在部队和军属生活区设置
24

个司法信箱， 开通法律咨询服务
热线电话， 及时收集部队官兵的咨询
问题。 解答司法信箱咨询

508

件。

二是在诉讼服务中心建立维军案
件“绿色通道”， 对涉军案件一律优
先受理、 优先送达、 优先审判、 优先
执行。

三是建立军地联动“大调解网
络”， 在

25

个维军联动单位、

15

个
乡镇街道设立了涉军维权联系点， 聘
请有关部门领导、 部队政工干部、 基
层人民调解员、 退伍军人担任调解
员， 建立军地一体的调解人才库。 军
地双方共同调解涉军纠纷

58

件， 调
解撤诉率达

86％

。

四是建立军人军属“维权联络
站”，在驻永部队中选任

6

名已通过国
家司法考试的官兵成立了军人军属
“维权联络站”， 指派

3

名法官担任维
权顾问， 通过组织业务培训、 旁听庭
审、举办“模拟法庭”等形式，不断提高
司法联络员的法律素质。实现了

22

起
涉军诉讼案件全部由军人联络员免费
代理，为官兵节省代理费

5

万余元。

提升理念
综治周刊：

2012

年
10

月
31

日，

福建省司法拥军工作座谈会在永安召
开， 您在会上代表永安法院作了构建
“三创四建五共” 司法拥军体系的经验
介绍， 引起了广泛好评， 请您谈一谈对
司法拥军工作的认识。

杨泽民： 司法拥军工作既是我们司
法机关的政治责任， 也是参与社会管理
创新的一个平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涉军案件审判工作
的通知》 要求各级法院要不断总结经

验， 开拓创新， 进一步发挥审判职能，

为人民军队有效履行新的历史使命提供
有力司法保障。

做好司法拥军工作， 是参与社会管
理创新的重要平台， 是推动部队依法治
军的重要帮手， 我们做司法拥军工作，

就应当站在巩固国防长城、 维护国家长
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看待， 不能仅停留
在为官兵“打几个官司”、 “咨询几个
涉法问题” 的层面来看待。 铁打的营盘
流水的兵， 今天的军人大多就是明天的
社会公民， 如果我们能通过司法拥军活
动与部队一道把我们的军人培养成学
法、 懂法、 用法的优秀军人， 那么， 明
天他们走向社会就是遵纪守法的模范公
民， 认真做好司法拥军工作实际上就是
参与社会管理， 意义重大。 为此， 我院

提出了“专业化维权、 网络化服务、 一
体化共建” 司法拥军新理念， 着力打造
司法拥军“永安样本”。

专业化维权
综治周刊： 法院参与司法拥军工

作， 首先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切实维
护好广大官兵的合法权益， 永安法院在
涉军维权方面有哪些创新做法？

杨泽民： 为了破解官兵任务重， 时
间紧， 参与诉讼难的问题， 我院先后在
驻军及军属区设立了

24

个“司法信
箱”， 在诉讼服务中心开通了涉军案件
立案“绿色通道”， 在办公楼创办“军
人之家”，

2009

年， 经我院申请市委批
复创设了全国首个独立建制内设机构
“维军审判庭”， 形成了四位一体的高效

诉讼服务机构， 为官兵提供一条龙服
务。 同时， 配强从事司法维军工作法官
力量， 选配

3

名优秀法官专门从事司法
拥军工作， 破格提拔了多年来从事司法
拥军工作的饶德松法官任维军庭庭长，

进一步调动了维军庭法官工作的热情，

使司法拥军工作步入常态化、 专业化轨
道。

网络化服务
综治周刊： 永安法院司法拥军工

作， 在做好维权工作的基础上， 还做了
大量的司法服务工作， 请您谈一谈永安
法院在司法拥军实践中是如何主动融入
全市双拥工作大局， 联合各方力量为官
兵服务的？

杨泽民： 近年来， 永安法院在司法

拥军工作方面总是积极主动作为， 探索
服务官兵的联动机制。

2011

年
4

月，

为避免司法拥军服务有盲区， 我院主动
向市委申请， 在市委领导和市政府支持
下， 牵头与市人武部、 双拥办、 公安
局、 司法局、 人社局等

25

家单位， 在
全国率先挂牌成立“永安市涉军维权联
动中心”。 并由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第
一副组长任指挥长， 办公室设在法院，

统一受理各类涉军纠纷和咨询求助， 并
根据职责分工， 分流转交各成员单位办
理， 形成了全市参与、 部门联动的
“

1+N

” 工作格局。 随后又在“联动中
心” 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职能建立了军
地联动“大调解网络” 和“军人维权联
络站”， 实现涉军诉讼案件全部由军人
联络员免费代理。

永安法院不断延伸司法职能，

主动融入永安市双拥工作大局， 提
出了“做强审判、 超越审判、 融入
社会、 止于至善” 的司法拥军新思
路， 形成了机制共创、 学习共抓、

感情共鸣、 人才共育、 宣传共促的
“五共” 双拥共建格局， 促进了军
地和谐发展。

永安法院与当地驻军单位分别
签订《双拥共建协议》， 建立联席
会议、 工作沟通、 案件通报、 纠
纷联调、 综治维稳、 服务保障等
长效机制。 院党组与部队党委班
子共同开展中心组学习交流活动，

相互学习。 军地共同召开维权工
作研讨会， 研究解决新情况新问
题。 为驻军政治工作提供法律支
持， 联合开展未来“法律战” 的研
讨。

全院
64

名法官与驻永部队
200

名官兵还结成互助对子， 经常
举办联欢晚会、 法律知识竞赛、 篮
球比赛等文体活动， 进一步密切了
部队与法院的关系。 近年来， 该院
先后为

28

名官兵牵线组成幸福家
庭。

2007

年以来， 该院还积极向
市委、 市政府申请， 安置部队副团
级和营级军转干部共

8

名、 退伍
战士

3

名。

2011

年底， 驻永某部队一名
战士在山东老家的亲属与邻居发生
宅基地纠纷， 他冲动之下准备找邻
居拼命。 部队政治部领导就是通过
工作沟通机制及时和该院维军庭法
官取得联系， 及时做好他的思想疏
导和法律引导工作， 稳定其情绪。

同时， 与山东当地法院沟通， 最终
妥善解决了两家的宅基地纠纷， 使
该战士解决了后顾之忧， 愉快地投
入战备训练， 避免了一起恶性事故
的发生。

2012

年
3

月份， 永安法院为
了方便驻永军人、 军属参诉应诉、

及时化解涉法纠纷， 了解法院对军
属的各项优待措施， 分别向驻军
1000

多名家属和从永安应征入伍
的

600

多名军属发出司法维军服
务函， 这让军人军属充分体会到一
种特殊的光荣和尊严。

某部队政治部主任袁华感慨地
说： “永安法院， 为官兵动真情、

使实劲、 办实事， 真让我们军人感
动。” 原某部队副部队长、 现任职
国防大学的马刚教授在回到永安看
望全院干警时， 为法院题词留言：

“感谢永安法院支持部队建设。” 以
表感激之情。

近年来，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针对永安市驻军多的实际情况，不断创新“诉内维权、诉外服务、双拥共
建”工作机制，构建了“三创、四建、五共”的司法拥军体系，走出了一条具有永安特色的司法拥军路子。该院连
续两次荣获福建省、连续三次荣获三明市“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工作先进集体”，该院院长杨泽
民被中央政法委、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全国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工作先进个人”。

踏着风靡全球的江南
Style

的舞
步，伴随着

CCTV

“你幸福吗”的追问，

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中，我———

《综治周刊》迎来了两周岁的生日。

2011

年
1

月
1

日， 我降生于
《人民法院报》 周刊部的大家庭中，

自此开始了蹒跚学步的成长之旅。

2011

年的我， 小荷才露尖尖角，却
朝气蓬勃，意气风发，为大家奉上了
一道道反映人民法院参与社会管理
综合治理的饕餮盛宴。

在收获、感恩与反思中，我走过
2012

年。

2012

年的我，更加深刻地
懂得了自己肩负着传递法院参与社
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动态的神圣使
命，在更多优秀作者的帮助下，我进
一步摆脱了材料式的写作模式和浮
夸的写作风格，栏目更加成熟，选题
更加丰富，内容更加真实，文风更加
干练。

作为《综治周刊》的主打栏目，

《本刊特稿》栏目反映的是人民法院
参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
经验、做法和重大成果，在选稿上更
加精益求精，选题要以小见大，内容
要结合当地法院的社会背景， 法院
在综治工作上的创新与作者写作手
法上的创新要相得益彰。

2012

年开篇之作《明溪：巧打
“侨牌”凝聚桑梓情》结合当地涉侨
案件众多的背景， 生动介绍了当地
法院全力打造“维侨司法品牌”的做
法。《鄞州姜山：温情总在细节之处》

以讲故事的手法， 细腻诠释了一个
法庭如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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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做到几千件案件
无一被发回重审或改判。 无锡北塘
区法院在重阳节期间推出《北塘：纵
深司法应对“深度老龄化”社会》一
文，向社会传递该院“夕阳红司法工
程”系列活动的精神理念。

这些稿件像一面面放大镜，折
射出全国各地法院在参与社会管理
综合治理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同
时也为各级法院提供了工作创新的
有效样本。

《见证社会管理创新》 是我在
2012

年开辟的全新栏目。 近年来，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服务发展大
局、 促进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做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这一栏目的设
立为各级法院提供了展现这方面工
作成果的全新平台。

《看黄浦如何破解社会管理创
新之困》是该栏目的开栏之作，文章
以上海市黄浦区法院的创新工作为
基础， 夹叙夹议地分析了基层法院
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 如何找准自
身的角色定位， 主动根据社会中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与创新社
会管理。此后，该栏目不断涌现出像
《益阳赫山：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一
站式服务”》、《曲周：清新欢快的“亲
民

style

”》等以小见大、与时俱进的
佳作， 我为广大读者传递法院工作
动态、 为各级法院提供工作创新灵
感的功能被进一步放大。

此外，以《思想者博客》为代表
的其他小栏目也更加精彩纷呈。 每
一篇妙语连珠的文章就像一朵朵饱
含着深刻哲理的思想之花， 让我的
形式更加多彩，内涵更加丰富。

2012

年，成功召开的十八大向
我们发出强烈的信号：今后，人民法
院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提供优质
司法服务与司法保障等方面将面临
更为严格的考验。

2013

年，我将牢记时代赋予我
们的使命， 用更多生动鲜活的稿件
为大家诠释： 各级法院如何将对十
八大精神的贯彻融入到社会管理综
合治理之中。

我在
2012

年的成长，离不开各
位作者的大力支持， 是你们用一丝
不苟的写作态度、 不断创新的写作
手法以及对法院宣传事业的满腔热
忱，造就了每一期的《综治周刊》。

2013

年，我希望我们的作者队
伍不断壮大。 如果你希望融入我们
的大家庭，可以多研究《综治周刊》

的版面、文字风格，多与我的编辑老
师沟通联系， 逐步完成从学习到模
仿、从模仿到超越的过程。我愿意倾
尽我对你们的爱，与你们携手同行！

公安部部署春运准备工作
公安部近日召开视频会议， 部署各

地公安机关加强恶劣天气交通应急管理
工作， 并提前做好春运道路交通安全各
项准备，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平安返乡、顺
利返城。

据了解，

2013

年春运流量将超过上年，

加上实行春节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小客车
出行将大幅增加， 特别是今冬严寒多雪、恶

劣天气频发，给春运安全带来严峻考验。

公安部要求， 各级公安机关要针对
低温雨雪天气易发生车辆侧翻坠落、多
车相撞事故的特点， 始终突出客车、校
车、 危险化学品运输车安全管理重点不
放松， 强化高速公路及国省道的路面管
控，加强农村面包车、农用车和县乡道路
安全监管。同时，各地公安机关将会同有
关部门，抓紧对辖区道路、运输企业、营
运车辆、营运驾驶人开展隐患排查。

公安部部署开展打假行动
为不断强化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力度，

公安部日前部署
2013

年在全国开展打假
专项行动，将矛头对准假冒伪劣犯罪。

为全链条打击制假售假犯罪， 从源
头上摧毁制假售假犯罪再生能力， 新一
轮打假专项行动将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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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犯罪， 即制
售假冒伪劣名牌产品、 高新技术产品等
阻碍科技创新的犯罪； 制售假冒伪劣日
化、家电、日用消费品等影响百姓生活的
犯罪；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妇幼用
品等危害群众生命健康的犯罪； 制售假
冒伪劣汽配、机电、消防器材等妨害公共
安全的犯罪；制售假冒伪劣种子、农药、

化肥等坑农害农的犯罪。

新年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