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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10 月 9 日 ， 人民
法院信息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后， 各地
法院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会议精神， 部署
法院信息化工作 ， 科学筹划 ， 科学实
施， 科学管理， 促进司法公开公正。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齐奇要求， 全省法院
要继续高度重视信息化建

设， 保持先发优势， 认真谋划、 严密组
织、 科学实施， 着力在深化应用、 资源
整合、 安全保障方面实现新发展； 要加
强顶层设计， 以 “天平工程” 建设为基

本载体， 努力建设审判流程公开、 裁判
文书公开、 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 要
直面一线需求， 使信息化服务审判管理
和服务法官办案并重 ， 借助深化信息
技术的有效应用缓解案多人少矛盾 ；
要依托信息技术拓展司法公开的广度

和深度， 全面推进立案、 庭审、 执行、
听证 、 文书 、 审务等各方面的司法公
开， 着力构建面向社会公众的司法公开
信息平台， 将信息平台建设作为服务社
会、 化解矛盾、 宣传法治、 接受监督的
重要方式。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钱锋要求， 全市
法院要始终把信息化作

为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抓手， 牢固树立
信息化建设 “一盘棋” 的工作思路，
坚定信息化建设发展方向， 坚持系统
建设的深化和完善， 坚持一把手负总
责 、 各部门积极参与协作的工作机
制， 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强推硬
逼系统应用， 以科技硬实力提升管理
软实力， 力争实现全市法院信息化基
本定型。 下转第二版

浙 江

各地法院贯彻人民法院信息化工作会议精神

科学筹划 科学实施 科学管理
重 庆

日前， 杨女士和母亲一大早就走
进了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立案大

厅， “我要离婚！”
“一日夫妻百日恩， 能否给你老

公个机会？”
母女俩迟疑了一下， 同意了。 这

起离婚案随即被分流到了人民调解中

心处理。
20 世纪 60 年代， “枫桥经验 ”

在这片土壤生根发芽 。 历经半个世
纪， 诸暨法院将 “枫桥经验” 充分吸
收进矛盾纠纷解决中， 不断赋予它时
代特征， 接上地气， 搭建诉调衔接平
台， 推行诉调衔接、 视频法律指导、
开展案件回访……为 “枫桥经验” 注

入丰富而崭新的内涵。

诉前劝导，过滤“一时冲动”

“你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虽然是解
决纠纷的最终手段， 但并不是解决纠纷
的最优选择 。 因为诉讼会吞噬你的时
间、 金钱、 安逸和朋友， 况且打官司不
一定就会赢……” 这是诸暨法院调解劝
导书中的一段话， 犹如一剂清心丸， 让
怒气冲冲的当事人在立案大厅冷静下

来， 理性考虑矛盾解决途径。
近年来， 浙江法院呈现诉讼爆炸的

状态， 案件量大幅攀升， 2012 年诸暨
法院受理案件数就突破 2 万件。 “但在

这么多的案件中， 其实不乏因一时冲动
而纠纷成讼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诉前
劝导制度在清凉降温、 促进矛盾化解上
展现了其独到的优势。” 该院院长赵中
兴说。

诸暨市陶朱街道白门上村的方老汉

就曾不费一分诉讼费在诉前就解决了矛

盾。
去年年底， 为电信局电缆线压了自

家电线这事儿， 老方几次沟通不成后就
怒气冲冲地到诸暨法院起诉。

当时， 正在立案大厅导诉站值班的
余法官听了老方的诉说 ， 当即告诉老
方， 他的诉求合理， 但是进入诉讼程序
费时费力， “我们可以先跟对方沟通，

先进行诉前调解， 不能解决的话再起
诉立案。”

老方一听有理 ！ 放下诉状回去
了。

当天， 诸暨法院便着手调查老方
反映的情况。

半个月后， 老方打电话告诉诸暨
法院 ， 问题解决了 ， 安全隐患消除
了， 他放心了。

类似的案件在诸暨法院的导诉台

前每天都在发生。 诸暨法院的立案大
厅里设有诉前劝导站和诉讼引导站，
每天都有值班人员， 他们耐心倾听当
事人的诉求 ， 提出最合理的解决方
案， 尽可能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官司。
一册册记录着案情、 处理情况等的诉
前登记本就是立案大厅每天的写实。
今年至今， 诸暨法院立案大厅已累计
提供 2000 余人次的咨询服务， 诉前
引导调解累计 1218 件、 成功 725 件。
大量矛盾纠纷解决在诉讼大门外， 既
节省了司法资源， 又为当事人免去了
讼累。

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就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把“枫桥经验” 坚持好、 发展好
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 贯彻好

诉前劝导 指导调解 案后回访
———“枫桥经验”在诸暨法院的新发展

本报记者 余建华 孟焕良 本报通讯员 李 晖

本报杭州 10 月 11 日电 （记者
张景义） 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 “枫桥经
验” 50 周年大会今天在浙江省杭州市
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法
委书记孟建柱在会上强调， 要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 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战略高度， 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
以与时俱进的精神， 研究新情况、 把握
新规律， 创新群众工作方法， 加大依法
治理力度， 完善工作制度机制， 不断提
升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和水平， 切实
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安定有序、 国
家长治久安。

孟建柱指出， “枫桥经验” 历久弥
新， 具有旺盛生命力。 他说， 50 年前，

浙江枫桥创造了 “发动和依靠群众， 坚
持矛盾不上交， 就地解决” 的 “枫桥经
验”。 1963 年 11 月， 毛泽东同志批示
要求各地仿效， 经过试点， 推广去做。
50 年来 ， 浙江枫桥坚持小事不出村 、
大事不出镇、 矛盾不上交的基本理念，
紧紧围绕为了群众、 依靠群众、 发动群
众的主题， 根据形势发展变化， 不断丰
富和发展了 “枫桥经验”。 习近平总书
记在浙江工作期间 ， 强调要充分珍惜
“枫桥经验”、 大力推广 “枫桥经验 ”、
不断创新 “枫桥经验”， 作出了建设平
安浙江、 法治浙江的工作部署。 浙江省
委和省政府把 “枫桥经验” 的基本精神
贯穿于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
文明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 紧紧扭住群
众工作这条主线， 牢固树立大平安的理

念， 大力实施和谐促进工程， 确保了社
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 牢固树立依法治
理的理念， 把群众路线与法治方式有机
结合起来 ， 支持群众依法实现自我管
理、 自我服务； 牢固树立改革创新的理
念 ， 全面实施创业富民 、 创新强省战
略， 形成了干部创事业、 能人创企业、
百姓创家业的生动局面； 牢固树立共同
富裕的理念， 形成了城乡居民收入与经
济发展同步增长的长效机制， 走出一条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新路子 。 50
年的实践充分证明， “枫桥经验” 是实
践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 是政法综
治战线的一面旗帜， 也是依靠群众促进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一面旗帜， 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彰显了

独特优势， 发挥了积极作用。

孟建柱指出， 坚持和发展 “枫桥经
验”， 实践党的群众路线， 尊重人民主
体地位，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根本保障 。
当前 ， 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 各项
事业全面进步 ，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 同时 ， 改革进入
攻坚阶段 、 发展进入关键时期 ， 经济
社会深刻变化 ，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
重艰巨 。 今天 ， 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
“枫桥经验” 50 周年， 就是要在新的历
史阶段 ， 把 “枫桥经验 ” 坚持好 、 发
展好 ， 把党的群众路线实践好 ， 把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好 ， 进一步凝聚
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促进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强大力量。

下转第二版

孟建柱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上强调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创新群众工作方法 加强法制建设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杨晶主持 王晨郭声琨周强曹建明韩杼滨出席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无产阶级革命家， 我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郑天翔同志， 因病医
治无效， 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 20 时在北京逝世， 享年 99 岁。

郑天翔同志逝世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无产阶级革命家 我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推广 “枫
桥经验” 50 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就
坚持和发展 “枫桥经验” 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
“枫桥经验” 的重大意义， 发扬优良
作风， 适应时代要求， 创新群众工作
方法，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

题 ， 把 “枫桥经验 ” 坚持好 、 发展
好 ， 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 、 贯彻
好。

人民法院的工作与人民群众的切

身利益休戚相关， 作为党领导下实施
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载体， 人民法院
更应坚持和发展 “枫桥经验”， 在法
院工作中坚持和贯彻好党的群众路

线，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助力建设平
安中国。

发扬 “枫桥经验”， 建设平安中
国， 人民法院要始终坚持司法为民的
宗旨。 “枫桥经验” 告诉我们： 只有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为了群众、 依靠
群众， 党的工作才能汲取到群众给予

的强大力量， 才能战无不胜、 所向
披靡。 人民法院是党通过司法手段
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力量，
是党通过司法途径保持同人民群众

血肉联系的重要纽带。 我们要始终
把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司法

工作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为本、司
法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人民法院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要沉下身
子， 了解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
期待， 回应群众关切， 真正把重民
生、排民忧、解民难作为人民法院确
立工作思路、制定司法政策、谋划司
法改革、 加强自身建设的依据， 真
正使人民法院工作符合民情、 体现
民意、 服务民生、 赢得民心。

发扬 “枫桥经验”， 建设平安
中国， 人民法院要加强司法便民举
措， 发扬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精神。
“枫桥经验” 告诉我们： 要发动和
依靠群众， 坚持矛盾不上交， 就地
解决。 下转第二版10 月 11 日， 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 “枫桥经验” 50 周年大会在浙江杭州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法委书记

孟建柱出席会议并讲话。 郝 帆 摄

本报杭州 10 月 11 日电 （记者
张景义）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纪念毛泽东
同志批示 “枫桥经验” 50 周年大会上
了解到， 党的十八大以来， 各地各部门
坚持和发展 “枫桥经验”， 加强和创新
群众工作， 切实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的突出问题， 促进了社会大局和谐
稳定。

据统计， 今年 1 至 8 月， 全国信访
总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2.5%， 刑事案件
下降 4.3% ， 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下降
11.5%。 特别是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以来， 规模性群体事件明显下
降， 其中 8 月下降 51%。

全国规模性群体事件明显下降

发扬“枫桥经验” 建设平安中国
———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系列评论之一

本报评论员

新华社杭州 10 月 11 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 、 国家主席 、 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近日就坚持和发展 “枫桥经
验 ”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 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充分认识 “枫桥经验 ” 的重大
意义， 发扬优良作风， 适应时代要求，
创新群众工作方法 ， 善于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的矛盾和问题 ， 把 “枫桥经验 ” 坚持
好、 发展好， 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
贯彻好。

习近平指出， 50 年前， 浙江枫桥
干部群众创造了 “依靠群众就地化解
矛盾 ” 的 “枫桥经验 ”， 并根据形势

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 ， 成为全国
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 。 浙江省各
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学习推广 “枫
桥经验 ”， 紧紧扭住做好群众工作这
条主线 ，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
保障。

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 “枫桥经验”

50 周年大会 11 日在浙江杭州召开。 会
议强调 ， 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和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 ， 从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 ， 继
承和发扬优良传统 ， 以与时俱进的精
神 ， 研究新情况 、 把握新规律 ， 创新
群众工作方法 ， 加大依法治理力度 ，

完善工作制度机制 ， 不断提高新形势
下群众工作能力和水平 ， 切实解决好
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 确保
人民安居乐业 、 社会安定有序 、 国家
长治久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 中央政法
委书记孟建柱出席会议并讲话 。 中央

书记处书记 、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
书长杨晶主持会议 。 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 ， 国务委
员 、 中央政法委副书记 、 公安部部
长郭声琨，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 ， 中
国法学会会长韩杼滨等出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