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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5 日， 全国助残日前夕， 河南省嵩县人民法院田湖法庭法官来到田湖镇卢屯
村当事人家中巡回办案， 开庭审理高某诉残疾人李某离婚一案。 图为法官在当事人家中
开庭。 马旭升 赵献伟 摄

本报讯 （记者 贺 磊 通讯员

刘磊桔 李义山） 近日， 秦女士到浙江
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立案大厅递交

了诉状， 她因和丈夫长年争吵、 感情不
和而要求离婚 。 令秦女士稍感意外的
是， 根据法院公布的诉讼费收取标准，
原本需要交纳 300 元的诉讼费， 法院只
收取了 150 元。

原来 ， 作为司法惠民的一项具体举
措，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了 《关于部
分简易程序案件减半预收诉讼费用的规

定》。 由于是首次起诉离婚， 并且不涉及
财产分割， 秦女士的这桩离婚官司正好符
合条件， 海曙法院按照规定对她减半收取
诉讼费。

据悉， 宁波中院这一规定主要适用于

小额诉讼、 物损类交通事故纠纷、 首次离
婚纠纷、 探望权纠纷等简易程序案件。 规
定出台一个月以来， 宁波全市法院已受理
减半预收诉讼费案件 554 件， 为当事人减
少诉讼费支出 29.8 万余元。

“这些简易程序案件一般调撤率比较高。
由于调解、 撤诉案件只收取一半诉讼费， 以
往当事人都是先交纳全额的预收受理费， 到
结案后还要来申请退回一半。” 宁波中院立
案一庭负责人介绍说， “而根据新规定， 法
院在预收时就只收一半， 免去了结案后的退
费程序， 减少了当事人来回奔波之苦。”

当初， 若问起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人民法院院长郭广善
的烦恼， 他一准儿说， 人才， 人才， 还是人才。

2010 年 3 月， 他上任之初， 该院在岗法官 28 名， 一半以
上已年过半百， 一线办案法官只有 12 名。 他们负责全县七八
百宗案件， 只能以 “五加二” 的干劲工作， 法官严重短缺的
现状让他这个当家人忧心忡忡。

于是， 郭广善开始了漫长的游说工作， 三天两头往县委、
县政府 “跑” 编制， 磨破了嘴皮子， 两年时间争取到了 8 个
编制， 及时补充了法院新生力量。

2011 年 3 月， 平远法院先后制定了 《法院中长期人才发
展规划纲要》 和 《法院引进和培养激励优秀人才暂行办法》，
与当地县委人才规划相衔接， 积极把法院人才引进计划纳入
县委统一规划之中。 通过建立人才管理服务、 选拔使用、 培
训评价、 流动配置、 激励保障等五个方面的机制， 优化人才
发展环境， 通过面向招考、 选调等方式， 大力招引人才。

凌炎阳原是韶关市司法局公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去年
12 月， 他已成为平远法院大家庭的一员。 他说， 在韶关呆了
四年， 虽然经济待遇等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但总感觉没有归
属感。

一次偶然的机会， 郭广善见到了小凌， 求才若渴的他迫
切希望小凌 “回家” 效力。 但了解到平远法院每年只有 4 万
元年薪时， 小凌犹豫了。 郭广善诚恳地说： “平远法院将在
人才培养、 使用和交流机制上给你这类懂业务、 有水平的年
轻人很大的进步和发展空间。” 不久， 小凌来到平远法院做了
一名法官。 截至今年 5 月， 该院从其他法院、 司法局等单位
“挖” 了 4 名已获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公务员到该院任职。 类
似小凌等已有多年从事法律工作经验的人来到后不久都能独

当一面， 成为法院的中坚力量。 短短两年时间， 两名能力比
较出众的年轻人就得到了提拔。

郭广善欣慰地说 ： “只要我们坚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 ，
相信平远法院的发展必将后劲十足。”

郭院长不再烦恼
黄义涛 刘苑桂

本报讯 （记者 王 洪 ） 近日， 一场特别的双向选择在
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 双方主角一边是该院业务部
门中层副职干部， 另一边是部门负责人。 经过个人志愿、 部门
选择， 32 名中层副职干部闯关成功， 进入新的岗位。

为了改进干部作风， 激发队伍活力， 遏制司法腐败， 襄阳
中院按照庭长选副庭长、 副庭长选庭长的方式， 首次对业务部
门中层副职 “大换血”。 根据该院 《业务类中层干部双向选择
实施方案》， 每个中层副职干部最多可选择 3 个单位， 其中任
现职 5 年及以上的， 必须轮岗交流。 参与双向选择的中层干部
对照方案公布的各个岗位要求、 条件， 比较各个部门职位的差
异， 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拒不选择单位的， 就地免职， 统筹
安排工作。

“在参与中层干部双向选择过程中， 我感受到压力和挑战。
我一定倍加珍惜自己的工作,加快实现角色转换。” 被轮岗交流
到该院民一庭任副庭长的焦静平告诉记者。

“我们希望通过双向选择， 切实改变干好干坏一个样、 干
多干少一个样的现象， 增强工作凝聚力与工作责任感。 这样的
改革以后还要进行。” 襄阳中院负责人表示, “自开展双向选择
以来， 全院上下勤廉奉献、 干事创业， 全力创建一流人民法院
的导向和氛围日渐浓厚。”

襄阳中院 32名中层干部双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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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基层”好新闻竞赛 推出法官论坛专家讲坛共同体谏坛

廊坊“三坛叠进”为司法公正打造过硬队伍本报讯 为推进社会诚信

体系的建设， 加强司法便民服
务 ， 扩大司法公开 ， 5 月 15
日， 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涉
诉信息查询中心正式挂牌。 根
据今年 2 月出台的 《泗洪县人
民法院涉诉信息查询办法 》，
公开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涉诉信

息查询服务。
据泗洪法院院长耿辉介

绍， 近年来， 社会转型加速，
社会矛盾增多， 社会诚信度下
降， 而公民、 法人和其他社会
组织的涉诉情况是其诚信度的

“晴雨表”， 法院向社会公众和
其他组织提供涉诉信息查询可

以帮助他们有效地防范社会交

往和经济交往的风险 。 去年
起， 该院最初是为组织人事部
门提供干部提拔使用、 公务员
及行政事业单位录用人员涉诉

信息查询服务。 在此基础上，
该院不断探索 ， 扩大服务范
围， 让社会公众通过涉诉信息
查询了解被查询人信用情况，
以此作为参考而在社会活动中

作出理性的决策， 从而促进整
个社会的诚信建设， 从源头上
防范和减少涉诉矛盾发生。

该院查询办法所指的涉诉

信息， 是本院已审结生效案件
涉及刑事、 民事、 商事、 行政
案件的当事人， 涉诉案由、 诉
讼标的、 涉诉数量及调解、 裁
判文书所确定义务的履行情

况 。 申请人只要向查询中心
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或单位

介绍信 ， 并填写泗洪县人民
法院涉诉信息查询登记表中

查询人身份信息、 被查询人、
查询内容和理由， 经过审核批
准后， 由查询中心出具查询结
果证明。

该查询办法还规定： 涉诉
信息查询范围为近 5 年的生效
案件。 对于涉及国家秘密、 商
业秘密、 个人隐私、 未成年犯
罪、 个人身份关系等法律规定
不予公开的内容不提供查询。
查询内容除判决书、 裁定书、
调解书等结论性材料外， 其他
材料不准摘抄和复制。 信息查
询中心出具的查询结果仅供查

询人本人决策参考， 不能在其
他事项中使用。

（邢光武）

本报讯 自去年以来 ， 河北省廊坊市中
级人民法院先后推出 “法官论坛”、 “专家讲
坛”、 “共同体谏坛” 活动， “三坛” 先后登
场、 相互叠现， 强化了法官队伍建设 ， 全面
提高了法官思想能力素质， 为司法公正提供
了可靠保证。

“法官论坛” 以探讨、 交流阶段性中心工
作和理论界及司法实践中热点、 难点问题为
主， 亦可有生活感悟、 思想交流等内容 。 目
的是让法官通过授课宣讲和相互交流 ， 不断
优化自身知识结构， 完善自身修养。

去年， 廊坊中院党组经过研究 ， 决定开
设 “法官论坛”， 为广大法官搭建一个展示自
我、 互相学习的平台， 通过采取讲座、 辩论、
座谈等多种形式， 激发法官队伍的活力 。 截
至目前 ， 廊坊中院已组织开展了 18 期 “法
官论坛 ”， 中院党组成员 、 审判委员会专职
委员 、 中层领导及基层法院院长等先后授
课， 充分调动了广大法官的学习积极性 ， 促
进了相互间的交流与沟通， 营造了良好的学

术氛围， 进一步增强了法官队伍的专业化水
平。

“专家讲坛” 旨在通过专家对法律条文 、
法治建设、 司法进程等方面的权威解读 ， 进
一步提高法官分析判断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
达到法律思想和法律素养的同步提高。

廊坊中院院长王越飞说 ： “成事在人 ，
法院的工作是靠人才推动的。 法院工作的效
能取决于人才的素质， 法官的素质和形象影
响着司法的公信力和法院的形象。” 因此， 廊
坊中院在坚持抓好审判第一要务的同时 ， 决
心大力抓好人才工程。 制定了人才兴院战略，
提出了 “打造学习型法院， 争当学习型法官”

的号召， 决定组织 20 场 “专家讲坛” 来实现
这一目标。

截至目前， 廊坊中院已先后邀请了 14 名
国内知名法学专家、 教授， 围绕依法治国等
重点课题进行了 13 场专家讲座。

“职业化建设共同体谏坛” 是继廊坊中院
开展 “法官论坛”、 “专家讲坛” 之后的又一
项全面提高法官队伍素质和司法能力的重大举

措， 也是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 确保司法公
正， 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的重要方法。

近期， 廊坊中院邀请了市委政法委 、 公
安部门、 检察机关、 律师界人士等， 以举办
“职业化建设共同体谏坛” 的方式， 对法院审

判工作及其他各项工作提出意见、 建议 ， 主
动接受他们对法院的监督。 在此基础上 ， 廊
坊中院相继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严格执法 、
严肃纪律、 改进作风的若干规定》 和 《关于
进一步严肃会风会纪的规定》， 进一步推进了
法院司法作风纪律建设。

廊坊中院通过大力开展 “法官论坛 ” 、
“专家讲坛”、 “共同体谏坛” 活动以及出台一
系列管理措施， 全面加强了法官的自身修养、
法学素养和作风纪律， 促进了法官队伍专业
化、 职业化和作风纪律建设水平全面提升， 为
确保司法公正提供了根本保证。

（高占国 郝军生）

本报讯 （记者 王书林 通讯员

张 俊 任岩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
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启动两级法

院司法警察轮训， 第一期31名新入警司
法警察进入训练基地， 开始了为期15天
的集中封闭式警务技能训练。

此次司法警察集中轮训坚持 “履职
规范练兵， 专业技能练兵， 体能素质练
兵”， 采取与特警混编跟班训练机制，着
眼于将练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强化

保障工作岗位。 结合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工
作特点，所设科目为列队、体能训练、机关
警卫、押解、看管、擒拿技术、警械具使用、
实弹射击、突发事件处置。 通过培训，不断
增强司法警察组织纪律观念、作风养成；不
断提高警务技能、 个人体能和处置突发事

件的能力；不断掌握在押解、看管、值庭、安
检和法院机关安全保卫中发生突发事件的

预防和控制的处置技能技巧。 训练结束进
行全面考核，考核标准同特警一致，同时建
立培训档案，对考核不达标、不及格者进行
补训、补考。

本报讯 近年来， 福建省永定县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基层法
院前沿阵地作用， 不断创新巡回审判举措， 目前已建成以县城
为中心， 3 个人民法庭、 24 个乡镇办案联系点、 5 个特色巡回
法庭、 33 个林业巡回审判点为主干的立体辐射式巡回审判便
民服务网络， 积极开展巡回审判， 及时处理各类矛盾纠纷。

自 2008 年至今， 该院已经相继建成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
益办案联系点”、 “道路交通事故便民法庭”、 “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巡回法庭” 和 “维护游客合法权益便民法庭”、 矿企村居
“法官驻村工作室” 等完整的特色巡回法庭体系。 该院以巡回
法庭为切入点， 积极开展巡回审判， 主动到偏远农村去办案、
到行动不便的当事人家里去办案、 到矛盾集中地去办案、 到案
发地去办案。 在审理案件中， 坚持深入圩场、 田间、 山村、 矿
区、 景区、 工业园等地。 该院还在永定县总工会和永定县交警
大队巡回审理案件， 实现了法官与群众 “零距离” 接触。

据统计， 今年以来， 该院依托法官驻村工作室、 办案联系
点等各类巡回机构， 共开展巡回办案 149 余次， 上门立案 59
件， 调解结案 248 件。 （陈志龙）

永定巡回法庭搬到农民家门口

乌鲁木齐司法警察集中封闭轮训

本栏目电子信箱： yxfxjc@163.com
欢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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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5 月 15 日， 江西省黎川县
人民法院邓法官带着书记员小包来到了

熊村， 就一件相邻权纠纷案在事发地就
地开庭。

邓法官介绍说： “相邻权纠纷在农
村比较普遍， 我们对这类带有普遍性的
案件绝大多数都选择在当地开庭， 一来
有利于解决纠纷， 二来现场开庭， 以案
说法， 可以对当地村民起到一个很好的
教育和宣传作用， 避免类似的纠纷再次
发生。”

当地村民也纷纷对笔者说道： “现
场开庭看多了， 我们也懂法了， 这些法
官就是教我们学法的最好老师！”

图①： 邓法官和书记员小包进村。
图②： 开庭前， 邓法官和书记员再

次向有关村民核实情况。
图③： 开庭了， 许多村民来旁听庭

审。
图④： 法官认真听取双方当事人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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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梅贤明 通讯员 林 立 林娟娟） 5
月 16 日，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全市法院党的建设
工作会暨改进司法作风现场会， 与会人员参观了漳浦县人民法
院的 “俊忠调解室” 和改进作风活动展板， 交流了全市法院党
建队建和反腐倡廉工作的做法和经验。

近年来， 漳州中院将改进作风建设当成一项只有 “进行
时” 没有 “完成时” 的工作来抓。 抓思想作风， 强化党员领导
的教育责任， 突出党员法官的主体地位， 确定涉台纠纷多元调
处机制作为漳州市直机关党委 “1263” 党建工作机制竞赛项
目， 推动党建带队建促审判； 抓工作作风， 解决好动力不足的
庸问题、 效率低下的懒问题、 行为失范的散问题、 对待群众的
冷问题； 抓生活作风， 勤俭办事业、 廉洁过生活、 规范树公
信。 该院在案件质量上下功夫， 实施好案件评查、 解决好案件
瑕疵， 确保全市法院开展案件裁判文书 “零差错” 活动取得实
效， 同时指导好基层法院， 发挥好律师作用； 在提高效率上下
功夫， 落实中院为基层办实事， 严格节点督查， 发挥小额诉
讼、 刑事简易程序优势， 提高审判质效； 在司法为民上下功
夫， 提高调解案件自动履行率， 全力推动执行指挥中心建设，
以开展 “争创无涉诉上访单位” 试点活动为抓手， 奋力提升化
解矛盾成功率。

漳州中院自去年开展 “作风建设年” 活动以来， 主动查处
3 起违纪案件， 并涌现出了全国优秀法院长泰法院、 全国优秀
法官蔡俊忠、 黄志丽等先进典型， 漳州市委书记陈冬作出批示
后， 在全市掀起学习宣传黄志丽等先进典型的活动热潮。 漳州
中院院长吴钟夏说： “抓党建队建就要踏石留印， 抓司法作风
就要抓铁有痕， 抓违法违纪就要‘零容忍’。”

漳州中院改进作风抓铁有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