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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 9 月开始， 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与区教育部门合作， 选聘法
官任法制副校长， 定期为各中小学校上法律课。 图为10 月 8 日该院法官在一小
学上法制课后与学生交流。 任慧娟 李凌岩 吴亚钦 李雅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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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兴武 通讯员 李 钰 ）
近日，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南京法院信
息库备选机构工作会议， 正式启动鉴定评估拍卖信
息库制度改革。 该项改革旨在通过 “低门槛宽进、
严监管宽出” 的制度设计， 以阳光透明促进司法公
正。

鉴定意见是审判中非常重要的法定证据， 评估
拍卖工作是执行中的重要程序， 直接关系司法裁判
是否公正、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护， 因而
一直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 过去， 南京中院对备选
机构实行优选政策， 即通过设定较高的资质条件，
择优选择从而限制入册机构的数量， 取得较好效
果， 但因选择范围小， 也存在一些不足。

此次南京中院建立的鉴定评估拍卖信息库， 共
涉及房地产评估、 土地评估、 资产评估 、 工程造
价、 会计审计和拍卖 6 个类别。 遵循公开透明、 放
宽条件、 不设数量限制的原则， 南京中院在人民法
院诉讼资产网上向社会发布公告， 公开报名条件和
选择程序： 只要在南京地区依法设立、 执业， 自愿
接受法院委托， 具备基本条件的机构均可报名； 只
要符合条件， 未受过处罚， 均可入选， 信息库入选
机构数量不设限制。 据悉， 此次共有 185 家机构报
名参选信息库备选机构， 只有 7 家机构因信誉、 业
绩等自身原因未能入选。 信息库建立后， 上述 6 类
备选机构增加 126 家， 达到 207 家， 为全市法院委
托案件集中统一进行随机选择机构提供了较为宽裕

的选择范围。
为了让机构更好地为审判执行工作提供技术保

障， 南京中院制定 《关于加强对备选机构监督的工
作规则》， 对信息库备选机构进行动态监督、从严管
理，实行“黑名单”制度。如对备选机构未在要求的时
间内完成委托工作， 且未申请延长期限的； 执业资
质、执业范围、执业许可、联络人等发生变化，未及时
申报的；违反相关规定超标准收费，情节严重，或以
协商收费方式进行不正当交易的；鉴定程序、报告内
容存在明显错误，造成不良后果的；恶意串通、弄虚
作假、 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 造成不良后果的等，
法院可以决定将机构列入 “黑名单” 取消其备选资
格， 并把结果通报相关行业协会。

在大量新的未从事过此类业务的机构进入信息

库的情况下， 为保证鉴定评估拍卖工作水平不下
降 ， 南京中院将备选机构的工作职责、 法院监督
管理的相关内容印发给机构要求认真学习 ， 同时
要求全市两级法院司法委托部门加强与机构的工

作联系， 协助机构解决影响鉴定评估拍卖工作的
问题， 进一步促进备选机构提高鉴定评估拍卖工作
的质效。

本报讯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

民法院通过积极探索 ， 创立了 “分
流、 引导、 合力、 确认、 回访” 诉前
调解五步走机制， 既方便了当事人，
又很好地发挥了人民调解的优势， 使
矛盾纠纷更多地化解在萌芽状态。

在这条便民快捷通道中 ， 阿荣
旗法院在立案大厅里设置了诉前调

解窗口 ， 派专人负责诉前调解的引
导 、 登记 、 转办等工作 ， 对本院诉
前调解案件进行统一登记编号 。 对
一些事实比较清楚、 权利义务明确，
争议不大的简易赡养 、 相邻纠纷 、
宅基地 、 民间借贷 、 返还财产 、 物
业 、 拖欠热力费 、 轻微的人身损害
赔偿等纠纷先期进行调解， 以快速化
解矛盾纠纷。

据统计， 今年 1 至 9 月， 仅旗大
调解中心驻法院人民调解工作站就收

到了立案庭分流来的各类民事纠纷案

件 63 件 ， 立案庭配合人民调解员
“双调联动” 调解结案 58 件次， 调解
结案标的金额为 59.1 万元 ， 结案率
高达 92%。

（于有福 高志鹏）

阿荣旗法院
诉前调解便民快捷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全国法院法官现场教育基地之一，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
民法院近年来经常开展 “庭审进校园” 活动。 图为该院法官近日到重庆理工大学知
识产权学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专利权纠纷案。 郝绍彬 杨丽霞 摄

为进一步提高裁判文书质量， 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今年以来审执结的所有案件开展案件质量评查， 从文
书格式、 字词标点、 逻辑推理、 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等各个方面确保裁判文书的严谨性、 准确性和规范性。 图为 10
月 9 日， 该院审管办法官集中开展卷宗评查工作。 唐金法 王俊军 摄

本报讯 “法院在俺们村设立了民
生工作室，以后俺村有了矛盾纠纷再也
不用跑到离家30里外的法庭去解决了，
足不出村纠纷就有人管，真是太好了！ ”
近日，家住山东省栖霞市桃村镇国路夼
村的张大爷激动地说。

9月22日上午，国路夼村的村民王氏
兄弟因土地边界问题发生纠纷， 为了几
分地闹得不可开交。 栖霞市人民法院驻
国路夼村民生工作室的特邀调解员老孙

闻讯后第一时间上门对二人进行劝说。
由于二人矛盾较深，未能协商一致，老孙
又及时与驻村法官取得联系，20分钟后
法官驱车赶到， 立即与特邀调解员一起

开展调解工作。 经过一番苦口婆心地劝
说，兄弟俩终于达成一致意见。

栖霞市位于胶东屋脊， 辖区内山区
面积广大。 为解决该市农村边远地区弱
势群体到法院（法庭）远、见法官难的问
题，今年以来，栖霞法院坚持贯彻党的群
众路线与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相结合，在

距离派出法庭较远、 群众出行不便的偏
远村庄探索设立了法院驻村民生工作

室，采取“设立联系法官＋聘请特邀调解
员”相结合的工作模式，对驻地村及周边
村发生的涉民生矛盾纠纷开展诉前调解

工作。 对调解不成需要进入诉讼程序的
案件，联系车载法庭进村现场开庭，从而

形成了以派出法庭为中枢、 车载民生
法庭为纽带、 民生工作室为触角的司
法服务新体系， 实现了法院与人民群
众之间司法服务的近距离。

法院驻村民生工作室设立以来，
共为驻地及周边12个村成功调解矛盾
纠纷72起， 车载民生法庭进村现场开
庭16次，开展以案讲法35场次，将法庭
搬到了人民群众的家门口。 特邀调解
员、 联系法官在第一时间内化解矛盾
纠纷，杜绝了小事拖大、大事激化，真
正实现了社区纠纷减少、 邻里和睦团
结、基层基础稳固的良好局面。

（胡海滨 姜丽丽 邹志梅）

法律服务送到家 足不出村解纷争

栖霞法院设立驻村民生工作室

近年来， 湖北省南漳县人民法院
坚持让司法深入到群众中去、 让群众
走进司法中来， 大力推行巡回审判，
选取群众身边具有广泛代表性和深

刻警示意义的典型案例， 深入企业、
乡村、社区、学校进行巡回审理，把法
庭开到离群众最近的地方去，同时邀
请群众参与审判活动，将巡回审判变
成生动的法制宣讲课堂。

师生共听法制课

9月18日上午，随着一声庄严的法
槌声， 一起安全事故纠纷案在南漳县
九集镇完全小学校园里开庭审理。 学
校三至六年级的全体学生和教师近

500人聆听了案件庭审，现场接受法制
教育，上了一堂活生生的安全教育课。

庭审结束后， 学生们纷纷举手向
法官们提问， 法官们用生动的案例耐

心细致地回答孩子们的问题， 现场给
孩子们宣讲法律知识， 教会孩子们在
遇到危险时保护自己的必要措施，引
导孩子们学习用法律维护自己合法权

益的方法。
该校四年级徐成哲同学说：“今天

法官叔叔阿姨来到我们学校， 为我们
讲述了身边的安全事件， 教育我们学
习法律，用法律保护自己。无论我们在
什么地方，都要注意安全，珍惜生命，
更要自觉遵守法律， 将来做对社会有
益的人。 ”

诉调对接化纠纷

9月13日上午，一起道路交通人身
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在南漳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交通事故处理办公室开庭审

理，双方当事人家属、交通民警十余人
参与了旁听。 庭审中， 法官们听取了

原、 被告双方的意见和交警的事故鉴
定结论 ， 耐心地向双方讲解法律知
识， 积极为双方庭外和解牵线搭桥，
最终双方同意庭外和解。

审理交通事故民事赔偿案件是一

项繁琐的工作， 该院简化道路交通事
故庭审程序 ， 将审判庭搬进交警大
队， 为当事人开辟立案绿色通道， 形
成交警调解与法庭诉讼的一站式衔

接， 破解交通事故纠纷调解难题。 同
时， 交警参与案件审理， 避免了事故
当事人在交警队和法院之间来回奔

波， 为当事人免去了不必要的经济支
出。

当天上午，原告李某的家属满意
地说：“原以为打个官司要跑好多路、
花不少钱， 没想到不到1小时就解决
了问题 ， 民警和法官们工作太到位
了。 ”

上门调解暖人心

“组建成一个家庭不容易， 要多想
想对方的好 ， 更要多想想孩子 ， 给孩
子一个温暖的家 。 希望你们双方都冷
静 ， 给对方和自己一个机会 ， 好不
好？” 8 月 29 日上午， 南漳县李庙镇磨
坪村 ， 在庄严的国徽下 ， 几张板凳设
成审判席 ， 一起离婚诉讼审理正在进
行中。

由于原、 被告的家离法庭 90 多公
里， 路途遥远， 山路崎岖， 诉讼极为不
便， 法官直接到被告家中开庭。 当天下
着大雨， 山高路险， 到了山坡下， 没有
车能跑的路， 法官们就扛着国徽走到当
事人家中。 已闹得不可开交的当事人，
看到法官们不辞辛苦、 竭心尽力为自己
化解矛盾， 感动不已的同时， 同意冷静
下来接受调解。

南漳县不少村镇位于山区， 坡陡路
险 ， 法庭路远 。 为解决山区群众诉讼
难， 该院因地制宜设立了 11 个乡村巡
回审理点， 定期到巡回审理点进行立案
受理、 开庭审理、 调解或判决， 让群众
不出村子甚至不出家门就能参与诉讼活

动。

走，到群众身边去
———湖北南漳法院巡回审判二三事

本报记者 王 洪 本报通讯员 罗 兢 肖 媛

本报讯 （记者 李 霁 吴艳

霞 ） 人走灯关 、 绿色出行 、 拼车办事
……日前，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全体干
警做出 《厉行勤俭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
公约》， 法院机关从一滴油 、 一度电 、
一张纸做起， 身体力行实践节俭之风。

《公约》 涉及从日常办公、 车辆使
用、 出差办事到食堂用餐等诸多细节，
其中约定： “白天不开灯或少开灯， 下
班人走灯灭， 空调、 电脑等设备电源关

闭”、 “长途电话联系工作简明扼要”、
“上下班步行、 骑车或乘坐公交车， 减
少专车接送”、 “合理安排用车及行车
线路， 提倡多人多事合并用车， 减少同
一时段 、 同一目的地的重复用车 ” 、
“到铁路沿线出差 ， 首选火车出行 ”、
“出差食宿按标准。 选择适当档次酒店，
两人开标间， 避免每人各开单间” 等内
容。

据了解， 自今年年初， 河北高院党

组就提出要 “开创学习型、 服务型、 创
新型、 节约型后勤工作新局面”， 要求
各级机关严格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 和
最高人民法院 “六项措施”， 精简会议，
改进公务接待。同时，高院向全体干警发
出倡议书，从节约一度电、一滴水、一张
纸、一滴油、一粒粮等细微之处着手，创
建节约型机关建设， 把节省下来的资金
投入到事关法院长远发展的基础建设之

中。 自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开展以来， 河北高院在全院范围内征
求干警们意见，发挥大家主观能动性，
以发起公约形式提倡全体干警用实际

行动防止、克服奢靡之风。
据不完全统计，最近两个月以来，

与去年同期相比， 河北高院机关电费
节约 3 万元、车辆用油节约 2 万元、物
业维修费节约 1.8 万元。 好的习惯正
在继续深入下去，这份《公约》得到了
河北高院干警热烈响应和推行。

遏制舌尖上的浪费 刹住车轮下的腐败

河北高院全体干警签公约倡节俭反浪费

本报讯 （记者 赵 霞 通讯员

李向阳 于永勤） 近日， 宁夏回族自治
区隆德县人民法院巡回审判点的司法调

解联络员在法官的指导下， 诉前成功化
解一起亲兄弟因排水问题引发的矛盾纠

纷， 受到当地群众普遍赞誉。 截至今年 9
月， 该院 121 个巡回审判点诉前化解纠
纷近 400件， 超过该院受案数的 30%。

巡回审判点是该院落实司法为民、
转变司法作风的一项重要举措 。 今年
初， 隆德县法院在全县 121 个行政村设
立了巡回审判点， 并聘请和培训 121 名
司法调解联络员， 建立以审判法庭为主
导， 司法所、 派出所为阵地， 巡回审判

点为依托， 司法调解联络员为纽带的诉
前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实现全县 121 个
行政村诉前矛盾纠纷化解网格全覆盖。

目前， 全县 121 个行政村 （社区）
均挂牌设立了巡回审判点， 并向 121 名
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有一定威信的公民
发放了司法调解联络员聘任书， 实现了
办公地点、 人员双稳固。 司法调解联络
员在人民法院的委托和指导下， 协助并
参与所在地矛盾纠纷化解。 法院以 “以
案代训”、 观摩调解、 联席会议等方式
对其进行业务培训， 提高他们的司法调
解能力和水平， 确保矛盾纠纷化解在基
层和萌芽状态。

隆德法院百余巡回审判点化纠纷于诉前

上接第一版

指导调解，联动调解组织

每个工作日， 诸暨法院立案大厅便
民诉讼桌前的电脑上 ＱＱ 喋喋不休地发
出“滴滴”的响声，值班法官密切关注是
否有“活”要接，可以随时指导各级调解
组织的调解员更法治化解决纠纷。

在诸暨，各类调解组织多达 807 家，
3273 名调解员， 其中还有交通事故、消
费维权、医患纠纷、劳资纠纷、妇女儿童
权益维护等六大专业调解组织， 诸暨法
院与它们之间都建立诉调衔接的联动关

系。 去年， 全市各专业调解委员会受理
3972 起纠纷，成功调处 3270 件。 在诸暨
法院立案大厅隔壁的人民调解中心里，
也驻扎着一支具有丰富调解经验的 “编
外法官”。立案大厅经过筛选随时会将适
宜诉前调解的案件分流到调解中心进行

先行调解。若调解不成，案子再回头到立
案大厅，进入诉讼程序，由法官裁判或诉
中调解。

老杨，曾是诸暨法院的法官，退休后
在调解中心当起了调解员。 他的办公桌
上堆放着厚厚的案卷， 讲起一个个案子
来，老杨头头是道。每年经他手化解的案
子就多达 200 余件。 他说，别看那个 QQ
吵，在调解员那里就很有法治意义。 “可
以随时得到诸暨法院法官的专业指导，
当事人在调解室里也能看到法官、 听到
法官的权威发言。 ”

医患纠纷是近年来较为突出的一类

纠纷，纠纷中医患关系紧张，且涉案专业
性强，化解起来难度大。 为妥善化解这类
纠纷，诸暨法院与当地的医疗纠纷调解委
员会常常合力出击，或者由法院委托医调
会调解，全市 98%的医患纠纷都得到了妥
善调处。 今年 1至 7月，共调处医疗纠纷
97起，进入诉讼程序的只有 8起。

为加强法治导航， 诸暨法院还选派

69 名审判业务骨干担任各专业调委会
及乡镇调解组织的业务指导员 ， 发放
2000 多张印有姓名和电话的联系卡，形
成全覆盖、网络化的指导体系。

案后回访，阻却后续矛盾

今年 6 月 10 日，枫桥法庭韩法官一
大早就到孙老太太家中进行案件回访，
详细了解孙老太太近期的生活情况。

67 岁的孙老太太与其老伴常常为
琐事发生矛盾，动辄还要大打出手，虽共
同生活这么多年，还生育了一子一女，但
一直以来都有离婚的念想，去年 3 月，因
矛盾激化， 老太太一张状纸将老伴告上
法庭，要求与其离婚。

考虑到双方年事已高， 子女都不在
身边，而且只有一栋房屋，韩法官耐心地
做双方调解工作， 但是孙老太太积怨已
久，表示无法再忍受老伴的大男人思想，
必须离婚。 通过村委的协助调解以及自
己也担心离婚后没地方可住， 孙老太太
最终表示愿意撤诉。

案件虽然了结， 但韩法官心里担心
双方矛盾再起，便亲自上门回访案件，得
知双方还是经常为一些生活习惯争吵不

休。法官想到了分房，在当地村委的见证
下，拟了一份分房协议，一个住楼上，一
个住楼下，平常生活要相互照应，但又要
有各自的生活空间。

如今事情已过去大半年， 韩法官第
二次来到孙老太太家中回访。 老太太拉
着韩法官的手， 将这半年来的生活慢慢
地说给他听：“现在各住各的， 吵架少多
了，真亏你想出这好办法。 ”

今年以来， 诸暨法院紧紧围绕群众
需求，加大案后回访的力度，将涉民生案
件列为回访重点对象，通过电话回访、上
门回访、 预约见面等方式， 做好释法析
理、 判后答疑和矛盾化解工作。 截至目
前，共开展案后回访 80 余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