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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30 日讯 （记者
罗书臻） 今天上午， 最高人民法院召
开新闻通气会， 向媒体发布人民法院
典型案例， 并推出一项新的司法公开
举措———人民法院案例月度发布制

度。
据介绍， 案例公开是全面推进司

法公开的重要内容， 去年以来， 最高
人民法院大力推进司法公开， 建设了
“三大平台”， 实现了裁判文书上网等
一系列措施。 今年初， 为了进一步加
大公开力度， 周强院长专门作出关于
进一步加强案例报道工作的重要指

示。 为了贯彻落实周强院长这一重要
指示精神 ， 最高人民法院于今年 2
月、 3 月相继集中发布了两批共计 18
个典型案例， 为使案例发布工作制度
化、 规范化， 今年 4 月份起， 正式建

立人民法院案例月度发布制度。
今天发布的案例分别为： 被告人樊

爱东、 王圣华、 蔡军污染环境案； 奇虎
公司、 奇智公司与腾讯公司、 腾讯计算
机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 雅培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与台州市黄岩亿隆塑
业有限公司、 北京溢炀杰商贸有限公司
诉前停止侵害专利权及专利侵权纠纷

案 ； 唐兰与程永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案； 魏卓夫申请执行张宝峰、 张泽政、
李玉明公证债权文书纠纷执行案等 5 个
案例 （详见今日三版）。

据了解， 月度发布的案例， 都是由
最高人民法院各业务庭室从最高人民法

院和下级人民法院审结生效的案例中筛

选出来的， 每次发布一般不少于 5 个，
案例将每月以新闻通气会的形式统一对

外发布。

最高法院建立案例月度发布制度
每月以新闻通气会形式统一对外发布

本报讯 （记者 张之库 通讯

员 王伟宁） 4 月 28 日 ， 辽宁省高
级人民法院发布首批共 8 个参考性案
例， 其中包括 4 个民事案例， 1 个刑
事案例， 2 个行政案例和 1 个执行案
例。

据辽宁高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去
年以来， 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案例指导工作的相关规定， 加强和

创新审判业务指导方式 ， 统一裁判尺
度， 规范自由裁量， 辽宁高院党组要求
全面加强参考性案例编撰工作， 并在全
省推动建立案例培育和编选机制。

已发布的参考性案例将统一编号管

理， 在辽宁高院局域网上发布， 供全省
法官参考运用； 同时通过辽宁高院门户
网站向社会公开， 为社会公众提供及时
便捷的案例参考使用平台。

辽宁高院发布首批参考性案例

（据新华社）

本报讯 （记者 费文彬 通讯

员 许新芳） 近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 《错案问责办法
（试行）》。 该 《办法》 的实施意味着
广西法官如果办理了错案就要承担错

案追究终身责任风险。
该 《办法》 共五章二十九条， 对

错案定义与确认、 错案问责范围、 途
径和程序等均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其
中， 对十五种应认定为错案问责范围
的情形， 包括 “故意篡改、 伪造、 毁
弃、 隐匿证据， 导致裁判错误的； 因
重大过失， 致使诉讼文书主文错误，
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 违法规定在审
理、 执行中超过审限三个月以上的，

等等”。 五种不列为错案问责范围的情
形， 如 “因法律法规不完善、 不健全、
不明确， 致使在法律法规的理解上存在
偏差的” 以及十一种错案发现途径进行
了全面规范； 对错案认定程序进行了细
致的步骤说明。

该 《办法》 还对七种情形的案件办
理情况进行详细的错案责任区分， 其中
对案件承办人、 审判委员会和合议庭成
员、 分管院领导、 部门负责人分不同情
况承担全部责任 、 主要责任和次要责
任； 对法院工作人员已经调离、 辞职、
退休 ， 根据其承担责任涉嫌构成犯罪
的， 由错案认定法院将其违法线索移送
有关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广西高院出台错案问责办法
现现场场回回音音

群众说事 法官说法
———陕西富县法院探索创新司法便民联动机制

本报记者 郭士辉

第第一一现现场场
四月的延安， 黄土高原披新绿， 目

之所及春意浓。 在这片马锡五审判方式
的发祥地， 如今一种生发于斯的司法便
民联动机制———“群众说事 、 法官说
法”， 正被当地百姓口口相传。

“你知道县法院法官要来咱村做法
制宣讲吗？”

这几日， 陕西省富县茶坊镇马坊村
的村民一见面 ， 都在彼此兴奋地询问
着。

“知道， 是咱村的包村法官赵妮要
来， 可千万别错过。” 村民陈百怀回答
得很响亮， 毫不掩饰内心的期待。

4 月 18 日 ， 记者赶赴陕北富县 ，
和马坊村的村民一起， 来品一品这道有
着浓郁乡土气息的 “法律大餐”。

赵妮， 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用
她自己的话说 ， “爱说话 、 爱交友 ，”
说的是法律， 交的是村民朋友。

上午 9 点半， 在马坊村村委会会议
室 ， 拉起了一道 “富县法院法制宣讲
会” 的横幅。 着法官制服的赵妮， 神采
奕奕地望向她的村民朋友。

“不用自我介绍了吧， 你们中几乎
每个人都熟悉我。” 一句开场白， 把大
伙儿都逗乐了。

“今天我要谝 （陕西方言： 意思是
说） 的主题是： 民间个人借贷纠纷中的
法律保护。” 定这个话题， 赵妮是经过
细心挑选的。 据她的调研， 个人借贷纠
纷近年来在本地村民中时有发生， 且呈
现上升趋势。

从什么是民间个人借贷， 到怎样写
一份合格的借条、 如何约定利息、 借条
的有效期， 再到一些棘手法律问题的应
对， 赵妮深入浅出， 一一娓娓道来。 她
还会时不时地停顿一下， 问大家 “听懂
了吗？” “尽管向我提问。”

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 窗外飘着细
细的春雨， 屋内围坐的二十几位村民在
专注地聆听 ， 有的还在仔细地做着笔
录。

“很有收获， 以前一些糊涂的问题
现在都清楚着呢。” 笑着看向记者， 村
民张海海的嘴角挂着一份满足。

“以后再有人问我借钱， 我就明白
这里头咋回事啦。” 说话的是村民张伟
森， 一脸的心悦诚服。

“我们归纳了 ‘群众说事、 法官说
法’ 的五种工作方法， 法制宣讲只是其
中之一。” 陪同的富县法院院长刘尚军
告诉记者， 这五种方法包括： “法制宣
讲会上说、 法律咨询当面说、 行动不便
上门说、 见面不便电话说、 调处纠纷现
场说”。

他坦言， “法官说法” 之所以深受
群众的欢迎， 能在诉前有效化解矛盾，
给群众带来便利和实惠， 离不开 “说事
制 ” 的平台 。 而马坊村 ， 正是 “说事
制” 的起源地。

对此， 马坊村村委会主任任长福最
有发言权。 通过任长福的讲述， 一条关
于 “群众说事、 法官说法” 的历史发展
脉络逐渐清晰：

2009 年 ， 因在 210 国道马坊村段

修收费站征地补偿一事， 群众意见不一
致， 镇村两级干部请来了村里德高望重
的党员、 老干部和涉事群众， 通过拉家
常的方式， 让群众摆事实、 讲道理， 通
过公开评议促进了纠纷解决， 并由此创
立了群众 “说事” 制。

2012 年 9 月，富县法院以群众 “说
事制”为平台，利用“一村一法官”工作机
制，以了解群众法律诉求，方便群众法律
诉求，实现群众法律诉求为宗旨，形成了
“群众说事、法官说法”的便民联动新机
制，要求在“说事”过程中遇到法律问题
时由包村法官予以讲解， 矛盾难以调和
时让法官参与调处， 群众有法律诉求时
由法官提供法律服务。

今年 4 月 1 日， 富县法院在深入调
研、 广征意见的基础上， 出台 《关于进
一步完善 “群众说事、 法官说法” 联动
工作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 细化了工
作任务、 程序、 方法、 要求及考核管理
等。

“突出服务群众这个着力点， 深入
细致地查找、 剖析、 整改具体问题， 解
决好人民法院联系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
里 ’ 问题 ， 不断完善司法便民利民措
施 ， 真正让群众受益 ， 让群众满意 。”
在刘尚军看来， 工作要求、 考核办法等
长效机制的完善， 正是呼应了法院系统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

求。
刘尚军黝黑的脸庞泛出一丝光彩，

“贯彻群众路线没有休止符， 司法为民，
我们永远在路上。”

4 月 18 日， 富县法院法官赵妮在茶坊镇马坊村召开法制宣讲会， 讲解民间个人借贷纠纷中的法律保护。 王 辉 摄

讲述人： 富县华恒煤业有限责任公
司原办公室主任 白富强

和包村法官赵妮的相识， 是因为一
起劳务合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处理。
前年， 在我矿上干活的 “80 后” 青年
小宋 ， 在井底作业时因路面不平从运
煤车上摔下跌伤 ， 颈椎骨折并颈髓损
伤 ， 导致截瘫 。 当时矿上主动配合支
付了他的医药费 ， 但对于伤残赔偿金
等其他赔偿数额产生巨大分歧。 赵妮作
为 “群众说事、 法官说法” 机制的调解

法官介入后， 几次三番到矿上、 村上、
家里来做劝服工作 。 本来案子也没到
法院 ， 人家法官就能这么上心帮我们
化解矛盾， 苦口婆心， 不厌其烦， 人心
都是肉长的， 我作为矿方的代表， 最终
答应赔偿额由最初的 5 万元提高到 20
万元， 且当场全部兑付了现金。 后来我
才知道， 这笔钱对小宋来说是一笔 “救
命钱”， 因治疗及时， 他现在已恢复了
自理能力， 跟他父亲去安徽打工去了。
感动于法官的不易， 从此镇上有什么需
要 “说事” 的机会， 我都欣然参与， 算
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社会矛盾化解尽

点力吧！

从被“说”到去“说”

敬告读者
根据国务院假日办五一劳动节

放假安排， 本报 5 月 2 日至 4 日休
刊 3 期， 5 月 5 日正常出版。

本报编辑部

近日，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人
民法院政工科长祝翠梅翻阅着一沓青

年法官名单， 向记者介绍，2008 年以
来，该院考录 23 名法官，没有一人要
求离开。 相反，他们都表现优秀，大部
分已成为部门骨干。

“这里给了我们学习锻炼的最好
环境， 是我们梦想起航的地方！” 记
者采访青年法官时， 类似的话语不断
涌进耳中。

鸡冠法院院长王昭权告诉记者：

“党组专门制定了 ‘青年人才培养计
划’， 从制度机制上为青年法官搭建
了教育培训、 基层实践、 业务展示、
考核激励、 监督管理五个平台， 提升
青年法官的综合素养、 工作经验、 实
践能力。”

该院的 “五个平台” 为青年法官
学习锻炼提供了有利条件， 比如基层
实践平台， 定期选派青年干警到结对
社区、 村屯开展法制宣传， 由青年干
警开设法官微博司法服务专线等做

法， 为青年法官接触群众、 增长才干
都有着积极意义。

事实上， 近年来， 鸡冠法院在工
作实践中， 对青年法官的学习锻炼一
直给予政策倾斜 ： 同等条件下 ， 外
出学习 、 参加研讨 、 讲座授课 、 深
入基层等 ， 优先考虑青年法官 ； 鼓
励青年法官提高学历 ， 学成后报销
学费 ； 要求青年法官不断提升知识
水平 ， 调整知识结构 ， 凡院里组织
开办的心理咨询师等培训班， 青年法

官必须参加。
民二庭助审员亓百录对 2012 年那

次外出参加培训记忆犹新 ， 因为这时
她刚入院一年多， 由于名额只有一个，
许多老法官都没去成 。 而带着任务参
训 ， 更让亓百录颇有感慨 ： “培训回
来后 ， 要向全院干警汇报讲课 ， 对我
们青年法官可是个大好的锻炼和展示的

机会。”
在鸡冠法院， 每一位青年法官， 都

配一位中层以上领导或老法官为导师，
一对一地进行思想、 业务指导。 行政庭
法官吴刚完成了自己法官生涯的第一次

主持庭审任务： “庭审结束， 导师和我
谈了三个多小时， 从每一个环节怎么掌
控， 到每一句应该怎么说， 都谈到了，
特别耐心。”

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人用人环境， 同
样吸引着青年法官。

陴下转第二版

“小环境”造就大未来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法院培育青年法官成长见闻

本报记者 唐凤伟 段春山 本报通讯员 马文欣 张艳琪

本报讯 （记者 罗书臻） 近日，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加
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 》，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 《关于加强基层
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 要
求各级法院切实把加强基层服务型党

组织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来抓。
《实施意见》 要求， 要把基层服

务型党组织建设同执法办案工作有机

融合， 健全完善法院党员干部联系群
众制度， 广泛开展以司法为民为主题
的创先争优活动， 更好地为群众提供
司法服务； 要强化基层党组织服务审

判、 建设队伍的功能， 认真抓好党内集
中教育活动， 严格党内组织生活， 深入
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加强司法作风
建设， 以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提升司法
公信力； 要健全服务党员干警的激励关
怀帮扶机制， 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积极
帮助干警解决工作 、 生活中遇到的困
难， 增强对党组织的集体归属感； 要按
照 “支部建在庭上” 的要求， 进一步推
进基层党组织全覆盖； 要加强基层党组
织骨干队伍建设， 按照 “党性强、 能力
强 、 改革意识强 、 服务意识强 ” 的要
求， 配齐配强基层党组织书记。

《实施意见》强调，要把基层服务型
党组织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各级法
院党组每年要专题研究基层党建工作，
指导和帮助解决问题； 要制定基层党建
工作考评办法，加强督促考核，把考评结
果作为评选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依据；要积
极挖掘和树立服务群众表现突出的法院

基层党组织先进典型，为各级法院基层党
组织树立标杆和样板，充分发挥引领带动
作用；要坚持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建立稳
定的党建工作经费保障制度，提高基层党
建工作信息化水平，使基层党组织有条件
有能力为群众和干警提供服务。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意见要求

加强法院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新华社北京 4 月 30 日电 4 月 30
日下午 7 时许，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火车
南站站外发生一起爆炸案件， 截至发稿
时已造成 3人死亡、79人受伤，其中重伤

4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得知信息后， 立即作出指
示，必须深刻认识新疆分裂和反分裂斗争
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反暴力恐怖斗

争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采取果断措施，
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

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要全力救治受伤
人员，迅速侦破案件，严惩暴徒。 要做好

社会面的稳控工作， 切实保障各族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工作生活秩序。

目前， 受伤人员已全部送往医院救
治， 案件侦破工作抓紧进行。

习近平就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站外爆炸案作出重要指示

深刻认识新疆分裂和反分裂斗争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
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习近平在新疆考察时强调 紧紧
依靠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团结奋斗 建
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
业的社会主义新疆

□习近平在乌鲁木齐接见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 先进人物代表 向全
国广大劳动者致以 “五一” 节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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