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综合新闻］
新闻热线（０１０）67550713 电子信箱押fyxw＠ｒｍｆｙｂ．ｃn2013年11月12日 星期二 总编室主办 责任编辑 张伟刚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北里西区 ２２号（南区）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６２ 法院公告咨询：（０１０）67550885\6\7 “公告来稿请注明”详见 2、3版中缝 广告咨询：（０１０）67550870 广告传真：（010）67195418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崇工商广字第 ００４７号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今日八版 零售：每份 0.90元 印刷：

本报讯 （记者 陈 伟 通讯

员 张 健） 山西大同铁路运输法院
近年来在社会矛盾加剧、 管辖范围复
杂、 维稳任务艰巨的情况下， 积极发
挥法律优势， 采取上门服务、 强化宣
传、 案发地宣判等综合措施， 使收案
数量逐年下降。 与 2010 年前比， 刑
事案件下降 42%， 民商事案件下降
73%， 并通过审判执行挽回经济损失
3571 万元， 为铁路的发展和一方稳
定和谐做出了贡献。

该院现有正式干警 32 名。 管辖
大秦线、 京包线 （大张段）、 北同蒲
线 （大宁段）、 迁曹线四条干线和口
支、 宁岢等五条支线以及十四条联络
线十五个铁路站、 段、 公司， 线路全
长近 1800 公里 ， 区域范围涉及晋 、
冀、 京、 津四省市。

针对铁路特点， 如何服务好、 发
挥好自身优势， 维护线路平安生产运
营便成了法院的主要工作。 为此他们
首先主动上门服务， 帮助、 建议、 指
导相关部门改进工作。 太原铁路局大
同铁路地区多经公司前几年每年发生

的经济纠纷达 30 多起， 法院经过认
真研究案情， 分析特点， 发现之所以

纠纷多， 与合同签订和合同内容及格式
大有关系， 便主动上门现场指导计划
部门规范制作合同 ， 使多经公司的案
件逐年下降， 现在每年只有 3 件左右。
除此之外还针对内部职工过去几年的

犯罪特点 、 类型 、 规律 ， 向相关站段
发出司法建议 ， 近三年共发出此类建
议 16 份， 对预防、 减少犯罪起到了积
极作用。

据该院院长张全平介绍， 近年来，
法官坚持到案发地宣判， 每次宣判都有
沿线的职工、 地方群众上万人到现场观
看， 起到了宣判一案、 教育一片、 维稳
一线的作用。 近年来， 该院与铁路局、
同级铁路公安、 检察机关一起， 针对铁
路运输易发的盗窃、 故意伤害、 职务犯
罪等案件， 在沿线开展了 “安全法纪百
场宣传” 活动， 使 5000 多名职工受教
育。

除此之外， 法院每年由 5 名院级领
导分别带队， 携带有案例的法制展板，
到管辖线路进行二次定期法制宣传， 发
放自编的 《法官忠告》 和诉讼指南、 便
民措施、 法律条文等宣传资料， 使沿线
职工、 群众的法律常识得到普及， 法治
意识得以提升， 发案数逐年下降。

上门服务 强化宣传 就地宣判

大同铁法多措并举促收案数下降

本报讯 （记者 张宽明 通讯员

王玉飞）日前，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法院
现职审判委员会委员参加了由国家司

法考试专家命题、 题型和内容均源自
国家司法考试真题的考试。 经过 3 个
小时的激烈角逐，全体委员最终以 93
至 62 分不等的成绩，顺利通过了在任
考核。 这是仪征法院端掉审委会委员
“铁交椅”的一个新举措。

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中， 仪征法院党组在对照 “四
风”认真查找存在问题上普遍认为，司
法公信力的根基在于 “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

正义”，而最终取决于每一个案件背后
的法官。长期以来，作为司法精英的审
判委员会委员，一经任命便坐上“铁交
椅”，大多数常年不担任审判长主持开
庭和亲自办案， 脱离审判实践，“议而
不审”也是一种官僚主义。 对此，仪征
法院出台了 《关于充分发挥审判委员

会职能作用的若干意见》，实施审委会
委员末位淘汰制、考试选任制，规定审
判委员会委员带头办案、带头调研，为
普通法官做好表率。

末位淘汰“除官气”。长期以来，审
委会委员职务成了 “终身制”、“铁交
椅”。 《意见》规定，对在任审委会委员
每两年举行一次考核，实行末位淘汰。
考试试题从前 5 年国家司法考试真题
中选取，考试题型、题量、考试方式均
参照国家司法考试模式进行， 实行闭
卷考试。 考试成绩 60 分为合格，考试
合格的方可继续留任，不合格的，提请
市人大常委会免职。 对审判委员会委
员因末位淘汰、自然退休、调离法院等
原因减少员额的，实行补充选任。对拟
补充选任委员的业务考试与在任委员

相同，实行从高分到低分择优遴选，在
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后， 报请市人大常
委会任命。

带头办案“接地气”。 对于在本市

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重大疑难或具有普
遍法律适用意义的案件， 所在庭和主管
该庭的审判委员会委员要直接参加案件

审理。 审判委员会委员通过以下三种形
式直接参加案件审理： 参加审判委员会
讨论案件； 主持或参加民商审判长联席
会议讨论案件； 参加合议庭担任审判长
审理案件。 审判委员会委员每年参加审
判委员会的次数， 院领导不少于应到会
次数的 80%， 庭长不少于应到会次数
的 90%；每年主持或参加审判长联席会
议讨论案件的数量， 院领导不少于 50
件 ， 庭长不少于本庭年结案总数的
20%。

学习调研“添才气”。按规定，审判委
员会采用集中学习和平时学习相结合的

方式，每年初制定审判委员会学习计划，
确定两个年度学习主题， 每季度安排半
天时间进行集中学习研讨，年中、年终各
进行一次书面交流。 审判委员会委员应
就审判执行工作全局性、 普遍性的突出

问题，积极开展调查研究。 院长、副院长
每人每年至少主持一项重点调研课题，
其他审判委员会委员每人每年至少参加

一项课题调研工作； 对于不能完成规定
任务，经考核不称职的，劝其辞去或提请
人大免去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

讨论案件“扫浮气”。《意见》规定，为
提高委员讨论案件的发言质量， 审委会
开会前，各委员根据《案件审理报告》及
相关案卷详细材料 （内网共享电子卷
宗），写出阅卷书面意见，并将书面意见
从内网传给审判委员会办公室， 作为考
核审委会委员发表意见质量的依据。 开
会时，对照书面意见发表意见。对《意见》
执行落实情况纳入岗位目标考核奖惩体

系， 考评工作由审判委员会办公室牵头
组织实施。 每次开会，对案件承办部门、
合议庭和承办人提交讨论案件的审理报

告、 向审判委员会汇报案件的质量等 7
项内容进行当场考评打分， 年底以此作
为办案法官奖惩依据。

除官气 接地气 添才气 扫浮气

仪征打造审委会精英团队

本报讯 近年来， 河南省武陟县人
民法院采取措施规范裁判文书制作， 不
断提升裁判文书质量。

武陟法院建立裁判文书传阅制度，
在每一份裁判文书初稿出来时， 均由庭
内法官交换审核， 对文书的格式、 事实
的认定、 法律条款的适用等进行深入细
致的研究推敲， 确保文书准确无误。 正
式印制前， 再由书记员、 审判员、 庭长
分别校对， 严格避免错别字、 漏字、 病

错句等的出现。
该院定期召开提高裁判文书质量专

题庭务会，对裁判文书语言使用、印制标
准、制作样式等细节进行明确规范，对裁
判文书的写作技巧和难点进行剖析讲

解，分享裁判文书制作的心得体会，交流
经验， 提高审判人员对文书质量重要性
的认识，共同提高裁判文书制作水平。

该院坚持定期对裁判文书进行评查

和抽查， 及时发现问题， 认真整改。 严

格落实奖惩制度， 把裁判文书制作水平
与错案追究、 评先创优相挂钩， 作为庭
室岗位目标考核的一项重要依据， 提高
办案人员的重视程度。

该院还编写优秀裁判文书选。 以市
中级法院、 政法委等相关部门抽查本院
裁判文书为契机，选取质量上乘，可借鉴
性较好的法律文书制作成优秀裁判文书

选，分发给本院工作人员，以便互相借鉴
学习，共同提高。 （郭满红 李文园）

武陟提升质量严防问题文书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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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某因病死亡后， 其八旬的妻子孟
某因分割一次性救济费 34920 元将范某
的四个儿子告上法庭。 11 月 7 日， 山
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付庄法庭法

官到孟某所在的村委进行巡回审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 该案中的一次性

救济费虽不是遗产， 但可参照遗产的分
配原则予以合理分割， 并结合近亲属与
死者之间的关系的远近情况、 共同生活
的紧密程度、 近亲属对死者的经济依赖
程度及近亲属现实生活的困难程度等情

况综合考虑， 原告及四被告对一次性救
济费 34920 元的分割， 原告所占的比例
以 40%为宜， 即原告应得 13968 元。 案

件判决后， 承办法官并没有一判了之， 而
是继续做双方的调解工作， 摆事实、 讲道
理， 消除双方的怨气， 最终让原、 被告双
方达成了和解协议， 原告自愿放弃强制执
行， 母子解开心结， 重续亲情。

图①： 法官搭建简易审判庭。
图②： 法官当庭宣判并征求当事人是

否上诉。
图③： 当事人签订和解协议。
图④： 四被告当场履行和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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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高度重视人民陪审工作， 以提高陪审
管理工作水平为核心， 落实人民陪审
员在履职过程中与法官同等权力， 强
化保障工作， 营造了陪审工作良好环
境， 2012 年至 2013 年 9 月， 该院 45
名人民陪审员共出庭参加案件陪审

2753 人次， 参与审理 、 调解各类案
件 1727 件， 全院一审适用普通程序
审理案件陪审率达 100%。

大冶法院研究制定了 《大冶法院
人民陪审员管理实施办法》、 《人民
陪审员考核任免制度》、 《人民陪审
员奖励制度》 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为
每名人民陪审员建立工作台账， 加强
日常管理， 实行综合评比， 大大提高
人民陪审员工作的主动性、 积极性。
同时， 该院充分激发、 调动人民陪审

员参与陪审工作的积极性， 对审理中涉
及的重大案件， 积极邀请人民陪审员列
席审委会， 认真听取其对案件处理的意
见和建议。 针对该院人民陪审员来源广
泛， 有的从事特殊职业的特点， 充分发
挥其职业优势， 为审判工作注入新鲜血
液。

为确保人民陪审员尽快完成角色转

换， 熟悉审判工作特点和基本流程， 大
冶法院积极组织新任人民陪审员进行法

律知识、 审判业务的岗前培训， 采取庭
审观摩、 观看教学录像等多种方式， 努
力提高人民陪审员的审判业务技能 。
2012 年以来， 共组织 45 名人民陪审员
开展了 4 次为期 8 天的集中脱产培训，
由资深法官进行业务授课， 大大提高了
人民陪审员的司法能力。

（张 静）

加强管理 组织培训 开展考核

大冶法院充分保障陪审员履职

本报讯 “去年对贩毒案件发的
布告， 我们看了受益很大。 全村基本
上没有发现贩毒和吸毒的现象了。 今
年法院对更多类型的案件发了布告，
我得叫家里人认真看看。” 日前， 在
江西省大余县南安镇新余村， 一名群
众仰头看着布告说道。 周围的群众也
纷纷表示 ， 村委会墙上贴的布告显
眼， 方便大家看， 布告中的案例具有
很好的警示教育作用。

日前， 江西省大余县人民法院陆
续把 1000 份印制好的布告到全县各
社区、 乡 （镇） 村组、 矿区、 企业、
学校及各娱乐场所进行张贴。 张贴的
布告基本实现了在全县范围内的全覆

盖。

自去年以来 ， 该院将法律知识宣
传和典型案例警示宣传相结合 ， 在加
强各类法律宣传的同时 ， 充分利用案
例特别是多发性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

作用 ， 深入到基层以布告的形式对广
大群众进行警示教育 ， 让群众通过
案例进一步了解法律 ， 做到知法 、
守法 。

据统计， 自 2012 年以来， 该院组
织了 20 余次下基层、 进社区、 进矿区、
进企业、 进学校等法制宣传活动， 张贴
布告 2000 份 ， 覆盖全县所有乡 （镇 ）
村组、 矿区、 企业和学校， 受教育群众
30 余万人次， 取得了很好的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

（刘章林）

大余典型案例警示宣传全覆盖
30余万人次接受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