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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10 日上午， 当事
人陈某通过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电子诉讼档案查询系统， 顺利地查询
到了自己以前的一份二审民事判决

书。“鼠标一点，就可查询档案，真是太
方便了。 ”陈某连声赞叹。

据了解，为进一步方便群众查询诉
讼档案，重庆二中院在今年完成诉讼档
案数字化扫描后，及时推出了电子诉讼
档案预约查询制度。 当事人查询档案，
凭身份证号码就能登录查询系统。 只要
点击“档案借阅”按钮，在“借阅方式”中

选择“电子借阅”并填写借阅目的，即可向
“档案管理”工作人员提交审批申请。 系统
自动审批通过后，即可直接查询档案。

与传统手工查询方式相比，该系统十
分快捷方便。 预约查询申请获准审批后，

当事人只需输入需要查询档案的案号即

可正常查询；如忘记档案案号，只需输入年
度号或者关键字，经查询系统自动筛选后，
即可正常查询，并能同步打印。 查询完毕，
点击“还卷”按钮，即可自动退还案卷。

另据了解，为杜绝案件信息和审判秘
密泄露现象的发生，该查询系统对严禁查
阅事项、严禁使用 U 盘、光盘、移动硬盘
储存介质拷贝档案资料等禁止性规定，设
置了禁止移动储存介质接入的“隔离墙”，
能够自动对移动储存介质进行物理隔离，
确保了案件信息和审判秘密的安全。

截至目前 ， 该系统查询点击数达
1061 人次，每份档案的平均查询时间仅
16 分钟，工作效率显著提高，从根本上
解决了当事人查询诉讼档案不便的难

题。 （张智全）

电子化审批 快捷化查询

重庆二中院诉讼档案可预约查询

（之二十）

近年来，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高度
重视裁判文书的质量， 将裁判文书上网工
作上升为院 “一把手” 重点工程来抓； 设
专人专职专岗负责， 并将文书评查和文书
公开工作纳入质效考核。 这些措施为落实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公布暂行办法》、
规范裁判文书制作、 提高裁判文书质量提
供了保证， 确保了河北区法院上网裁判文
书经得起社会公众的考验。

裁判文书是法院的“脸面”，逐字逐句
体现着司法公信力。河北区法院每月审理
案件近千件，发出的裁判文书上百份。 以
往，每一份文书送达当事人之前，都要经
过层层检查，多人逐句校对，然而，细微之
处的错误时常难免，甚至低级错误往往出
现，造成当事人质疑裁判文书的公正。 此
外， 以前文书质量评查通报错误统计发
现， 绝大部分是因为校对不仔细而发生
的。例如：数字的顺序书写错误；标点符号
多写或遗漏；形近字错误等。 如何提升裁
判文书的制作效率和准确度，尽可能避免
低级错误的发生，成为河北区法院裁判文
书公开的最大问题。

河北区法院党组敏锐地意识到要改

变被动状态， 必须向科技信息化要质量
要效率要公信。 遂毅然决然地引进北大
法意的 “人民法院智能辅助办案系统”，
确保该系统安装到每名法官和书记员的

电脑上。 通过该系统在文书纠错、 裁量
辅助、 法律资源、 文书制作等功能的实
现， 对文书信息、 格式、 逻辑、 拼写、
法律依据等内容进行校验， 切实提高裁
判文书质量， 达到河北区法院文书公开
要求。

2013 年 1 至 10 月份， 河北区法院
已上二级专网文书 112 份， 法综系统引
入的裁判文书合格率从 2012年的 55%提
高到现在的 96%， 使裁判文书上网工作

正常有序进行。
一是积极构建裁判文书质量保障

体系。 实践证明， 引进适合河北区法
院实际情况的北大法意 “人民法院智
能辅助办案系统” 等配套软件， 对所
有审判人员和书记员进行系统的培训，
充分利用科技技术， 是防止裁判文书
发生错误的有效手段。

二是保证了法律文书上网质量。
为保证文书上网的质量， 河北区法院
要求： 各审判部门积极尝试建立裁判
文书盖章发送前的事前校检制度， 每
一份裁判文书完成前都必须经过该套

软件的系统纠错， 针对提示的问题，
逐条核对， 逐项修改。 各业务庭以部
门为单位， 由副庭长、 审判人员定期
轮流担任文书校检员， 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纠正。

三是将文书质量纳入案件质效考

核。 审监庭、 审管办将裁判文书引入
“人民法院智能辅助办案系统”， 对裁
判文书进行评查考核， 对其中发现的
瑕疵问题， 纳入河北区法院案件质效
考核， 与每季度和年终的考核评比挂
钩。 同时， 每年开展优秀裁判文书评
选活动， 对优秀裁判文书进行表彰。

目前， 使用该套软件制作裁判文
书已成为必经程序。 纠错软件的使用，
节省了时间和人力， 却提高了裁判文
书的质量。 借信息化之力， 河北区法
院将进一步将裁判文书质量和裁判文

书上网工作做实做好。
（姚 杨）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信息化保证裁判文书质量

网上直播 审执公开 文书上网
———扬州中院全面推进公开透明阳光司法

祁若冰

日前， 北京阳光一佰生物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阳光一佰）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保健品案在江苏省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
此案是公安部今年初公布的十大

食品安全案件之一，涉及全国23个省、
140多个城市，总案值800余万元，受害
人遍布全国各地，开庭时容纳近200人
的大法庭内人头攒动。同时，成千上万
知悉此案的群众通过互联网同步观摩

了整个庭审。 此举拉近了群众与司法
的距离， 是扬州中院着力打造庭审直
播工作的一个缩影。

2013年， 扬州中院全面落实司法
公正的各项举措， 着力打造互联网庭
审直播、审执流程全公开、裁判文书上
网三大平台，全面推进公开、透明、阳
光的司法政务， 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
绩。

互联网庭审直播 看得见的正义

2012年初，扬州中院下发通知，有
计划、 分步骤地推进全市法院庭审互
联网直播工作。同时，为了确保庭审互
联网直播工作健康有序进行， 扬州中
院还出台一系列相关文件， 对庭审互

联网直播的场地、法律标准、案件标准等
进行了严格的规范。

在一起庭审案件中， 家住湖北省武
汉市黄陂区的何女士是受害者之一。 她
因体弱多病，加之路途遥远，未能亲赴扬
州庭审现场参与旁听庭审。 而扬州中院
对此案的互联网庭审直播， 何女士不用
出门，在家中只要轻击鼠标，就能观看庭
审的全过程。

“扬州法院对这个案件进行的互联
网庭审直播，让我免受了奔波之苦。通过
观看网络庭审直播， 让我对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有了清晰的认识， 扬州法院司
法为民工作值得称赞。 ” 何女士高兴地
说。

截至目前，扬州中院以及全市6家基
层法院均具备了互联网庭审直播的技术

条件，并实现庭审直播近20次。

审执流程全公开 消除社会疑虑

“以前我们普通群众对法院工作了
解很少， 法院在我们心目中一直都很神
秘，现在扬州法院审判、执行案件流程全
部公开，拉近了我们与法院的距离，也增
强了我们对法院工作的理解与认同。”某
商事案件当事人胡某说。

近年来， 扬州中院加大了司法保障

力度，在诉讼服务中心（大厅）设置触摸
屏， 依照法律规定和审执管理所明确的
案件流程的各个环节节点与时间，及时、
真实、准确、完整地录入案件审判流程信
息，接受当事人现场查询，让审执流程看
得见、摸得着、听得到。

同时 ，该院还引进 、更新了电子设
备 ， 对所有的法庭进行了全面升级改
造，实现了案件审理的三同步功能 （同
步录音录像 、同步记录 、同步显示庭审
记录）， 让当事人及时掌握案件审理中
的各种信息 ， 积极参与和了解案件诉
讼，消除对法院审判 、执行工作的疑虑
和误解。

为了实现对审执案件的有效监督，
今年，扬州中院还强化了与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长效沟通联络机制，通过法院开
放日等形式向社会开放 。 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旁听案件庭审。 庭审后与
代表、委员交流沟通 ，悉心了解他们的
关切，并就代表、委员们提出的建议、意
见进行认证、研习，予以回复。 “代表建
议就是我们搞好工作的着力点。”扬州中
院院长蒋惠琴如是说。

今年以来， 该院先后接待代表委员
来访167人次、 邀请代表委员视察法院
413人次、 走访征求代表委员意见380人
次、邀请代表委员旁听庭审299人次。

裁判文书上网 倒逼审执公正

2011年11月底， 扬州中院制定出
台了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互联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以下简称 《规
定》）， 深入地开展了裁判文书上网工
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在具体措施上， 扬州中院要求各
审执部门遵循依法、 及时、 规范的原
则，依照《规定》要求，通过江苏省高级
人民法院指定的专门网站， 公布生效
裁判文书。同时，向当事人提供便捷的
裁判文书检索方式， 实现公众对裁判
文书的检索和查阅。

为及时回应社会需求， 扬州中院
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工作中， 指定
审管办负责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管

理工作，通过网络沟通平台收集意见，
并及时将有关批评和建议内容反映给

案件承办部门。
“扬州中院将司法公开的举措落

到了实处，是司法为民的生动展示。现
在我们查询文书很方便， 只要申请具
体案件的代码与上网查询密码就可以

在‘江苏法院网’查询到所需案件的裁
判文书了！”江苏华朋律师事务所的陈
律师说。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保障” 主题征文一等奖获奖名单
(30篇， 按第一作者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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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犯罪预防视野下的工读教育研究

———以我国工读教育现状为视角进行实证考察分析

在公开与不公开之间———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有限度公开审理制度的完善

家庭因素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及对策实证研究

———以重庆市某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对象

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犯罪状况与对策研究

———以上海市 J 区务工农民子女实证调查为切入点
限制与张力———离婚诉讼中未成年子女出庭作证问题研究

我国未成年人人身性监护职责立法路径探讨

社会教育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基于陕西省的实证研究

儿童权利的证成

助力新生： 失足未成年人帮教实务考查
———以关工委介入的适度性为思考方向

合适成年人制度研究

论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特殊保护制度

论监护权撤销制度的建构与配套

———以 《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五十三条为楔入点
现实与愿景： 未成年犯缓刑扩大适用的障碍及其解决
我国被拐卖儿童救助保护问题研究

“三审合一” 的改革与反思———论少年审判综合模式的困境及其消解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若干问题之审视———以我国司法实践为视角

中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政策初探

以经济发展重构受教育权的国家给付义务体系

青少年毒品犯罪综合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合适成年人在场问题研究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在基层检察院的应用

———以东丽区检察院做法为视角

论少年法庭机制改革的完善

———以 L 区法院未成年人综合案件审判庭为视角
校园体育伤害事故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我国互联网内容分级制度研究

禁止令： 一纸难以轻易发出的禁令———以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为视角

从上海未成年人犯罪状况看政府在预防和控制犯罪中的职能

———以上海法院近 10 年判处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例证
上海率先建立少年法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规范化研究报告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社会调查制度之运行困境与出路

———以调查程序启动的强制性为落脚点

论受虐儿童的救赎———以家庭暴力中受虐儿童司法保护机制为视角

蔡青 滑智文 纪胜利

陈盎然 陈琳 宁佳

陈苇 石婷

程建 王春丽

甘菱铭

高丰美

共青团陕西省委课题组

管华

郭婕

韩索华 于伟香

黄纯玉

黄鸣鹤

季凤建 李伟哲

李春雷 任韧 张晓旭

刘佳娜

马珣

苗生明 程晓璐

莫静

裴虹博

彭新林 张润平

孙敏英 李湘

王宇堂 武波

夏盛

杨攀

于明

张海棠 顾建荣 朱妙 王建伟

张世欣 吴建华 陈慧 张倩

张海棠 朱妙 张世欣 吴建华

陈慧 钱晓峰

张建国 钱天彤 吴金禄 王文雅

张培芹

赵彩艳 卢安林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

共青团陕西省委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

四川省隆昌县人民法院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法院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东南大学法学院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公诉一处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

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西南大学法学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

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序号 题目 作者 单位

此次征文活动二等奖、 三等奖、 优秀奖及优秀组织单位名单详见中国法院网。

上接第一版 “吵嘴打架都不是
办法。 现如今你们两家渔排都得往后
退。 这个矛盾不解决，以后还得闹。 ”

“韦法官说的没错， 水道不通，
两家都没办法正常生产生活。”

“杨弟， 那你先表个态， 你家愿
意收几米？” 韦信钱指着渔排发问。

“这……” 杨弟低头思索。 “我
家先到这海域养殖的 ， 渔排也下得
早， 要收也应该少收点。”

“他家收多少 ， 我就收多少 。”
面对杨弟的辩解， 杨群不甘示弱。

看着双方僵持不下， 案件一时调
解不下来 ， 韦信钱决定采取 “背靠
背” 分开调解， 由郭遥留下继续做杨
弟家的工作， 自己则带着杨群上了他
家的渔排。

20 分钟后， 当韦信钱回到渔排
时， 杨弟工作做通了。 他走到韦信钱
面前说道， “郭警官都把道理给我说
通了， 我同意收 2 米。”

一听杨弟表态了 ， 杨群赶紧说
道： “我也同意收 2 米。”

“这就对了， 两家人都是邻居，
和气才能生财！” 15 分钟后， 双方在
调解书上签字确认， 韦信钱将两人的
手握在了一块。

海上开庭：
不让渔民增负担

离开三都澳青山海域 ， 已过 12
时。 应文琪一行人拿出备好的干粮，
在甲板上席地而坐， 吃着自带的简便
午餐。

海风轻吹， 海面掀起层层浪花。
这时， 应文琪的手机再次响起。 “你
们到了？ 好的， 我们这就赶来。” 应
文琪告诉记者下一个行程是前往霞浦

县海岛乡。
14 时 10 分， 巡回审判船到达海

岛乡纠纷地。 只见一艘渔船搁置在海
带养殖区旁， 原本整齐划一的养殖区
内数根海带浮绳被损坏。

看见巡回审判船停了下来， 刚勘
察完纠纷现场的霞浦县人民法院海上

巡回法庭负责人老林就召集双方当事

人上了船。 应文琪将 “法庭” 交给老
林使用。

刚到审判区坐下， 一名养殖户就
急不可耐地嚷道： “法官同志， 这片
养殖区是我们 3 户人家的， 他们的船
只撞到海带区， 弄坏了好多海带。”

“我们是外地来的 ， 不熟悉航
道， 你们没有设置障碍警示， 这才不
小心驶入养殖区。”

“你们的船没有相关证件是吗？”
老林打量着船家。

“我们是海上人家 ， 靠捕鱼为
生， 所以弄了只小船。” 船家支支吾
吾、 语焉不详。

“这么说， 是没有相应证件了？”
船家并未答话， 而是默默地将头

转向一边。
“你们的损失大概是多少？” 老

林问养殖户。
“应该有一万五吧……”

“这么多， 我们可赔不起。” 不
等养殖户说完船家赶紧插嘴。

“现场前期我们已经勘察了，这
起纠纷双方都有过错。要不这样吧，渔
家的损失也确实存在， 你又是无证航
行，一户补偿 2500 元，你看怎么样？ ”

老林抛出这个方案后， 双方低下
头盘算。 最后船家同意赔偿三家养殖
户 7500 元。

之后， 书记员利用船载电脑赶写
出调解协议， 当事人当即在协议上签
字。

临走前， 老林不忘嘱咐养殖户要
抓紧设置警告牌， “否则下次有纠纷
可就难办喽。”

海上普法：
不让法治留 “暗礁”

16 时整， 巡回审判船再次起航，
正当记者以为要返程时， 应文琪却说
福鼎海上巡回法庭今天要使用巡回审

判船到海上开展普法。
17 时 10 分， 载着福鼎海上巡回

法庭法官林小玲和书记员小陈， 巡回
审判船抵达小嵛山海域。

今年 10 月 7 日 ， 台风 “菲特 ”
正面袭击福鼎市。 一家水产公司固定
养鱼网箱的锚绳被折断， 几十口网箱
顺着风浪压向殖海区， 造成 3 户 “讨
海人” 辛苦种植的紫菜 “打了水漂”。

在巡回审判船的调解区， 林小玲
和原、 被告双方围成一圈， 倾听双方
的陈述， 并不时帮助大家厘清法律关
系。 近百名 “讨海人” 通过候审区的
视频播放旁听庭审现场。

“这巡回法庭好啊！ 以前到法院
跑一趟 ， 起五更 ， 爬半夜 ， 赶到福
鼎， 当天回不来还得住一宿， 折腾得
要死。 现在有了海上巡回法庭， 我们
有了问题， 只要联系法官， 法官上门
帮咱解决， 省了不少事儿！” 淳朴的
“讨海人” 见了记者， 纷纷竖起大拇
指。

在林小玲的斡旋下， 水产公司同
意一次性补偿养殖户 33 万元。

福鼎市嵛山党政办的王念明告诉

记者， 以前， 村民有了矛盾， 就找乡
政府解决。 可是乡镇干部毕竟不是专
业人员， 法律法规也不熟悉， 调解起
来有时候也是有心无力。 “自从有了
海上巡回法庭， 渔民们更懂法了， 面
对纠纷也更理智。 海上巡回法庭不只
帮了养殖户， 也帮了我们大忙。”

“设立海上巡回法庭， 主要是考
虑闽东海岸线比较长。 过去， 渔民进
城打官司， 都要乘船过海到乡镇换乘
公共汽车才能到达县城， 费钱费时。
现在采取这种解纷模式， 让渔村百姓
在 ‘家门口’ 就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和
司法温暖。” 罗雄向记者介绍 “千里
海岸线巡回审判” 模式时， 一语道出
了初衷。

从最美的海岸线出发， 一串串浪
花， 掀起层层的波涛， 涌向未来。

让这方海域更加安宁和谐， 这是
闽东司法人最美的梦想。

从最美的海岸线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