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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切实加强对警用车辆

使用的监督管理， 杜绝公车私用、 乱
停乱放 、 超速行驶等违规现象的发
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瓦提县人民
法院于 2013 年 10 月在 6 辆警用车辆
上安装了 GPS 卫星定位监控系统 。
经过半年的试用， 今年 4 月， 该院在
全院 19 辆警务用车上全部安装了
GPS 卫星定位监控系统 ， 加强了对
警用车辆的规范化管理。

该系统对外出办事车辆和在位车

辆的使用情况一目了然， 节假日亦可
对应入库封存的警车实施有效监管。
车辆管理人员可随时对车辆出发时

间、 行驶路线、 速度、 行程以及停靠地
点等实施精确监控， 及时发现和纠正违
规行为。 此外， 该 GPS 卫星定位监控
系统还可将各车辆行驶数据保持 3 个
月， 提供用车行驶轨迹回放， 为查处违
纪用车提供有力的佐证。 同时， 大大避
免了公车私用的情形， 提高了车辆的使
用效率， 提升了法院形象。

对全院所有警用车辆安装 GPS 卫
星定位监控系统， 是对办公车辆实行科
学管理、“内抓规范”、廉洁自律的重要举
措，不仅有利于增强管理透明度，控制公
车私用，节约办公开支，而且能够防劫、
防盗，确保车辆安全。 （曹冬子）

阿瓦提法院安装 GPS加强警车规范化管理

重庆巴南法官精心调解维护劳动者权益

本报讯 自从最高人民法院部署

开展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活动以来，
河北省沧州市两级法院加大强制执行

力度， 截至目前， 共执结涉民生执行
案 件 357 件 ， 执 行 到 位 标 的 额

1113.87 万元， 执结率达 91.89%。
在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活动中，

沧州两级法院执行局实行的串并执

行、 适时调度轮转、 涉执信访监督等
措施亮点突出， 成为了此次专项活动
的 “增效剂”。

串并执行就是按当事人地域分

布、 行业特点、 案由情况将案件进行分
类串并， 集中交付相关合议庭办理。 适
时调度轮转即专项活动领导小组随时对

某一案件进行调度， 并视情况变更执行
组或承办人， 使执行措施与执行兑现等
环节分离开来。 专项活动以来， 该局迅
速调整职能， 建立全市法院执行系统涉
执信访监督机制， 对全市范围内的涉执
信访案件统一登记、 排名和限时督办，
利用领导包案、 专人跟踪等措施化解了
一批涉民生执行案件。

（高宝光）

沧州法院多举措加快涉民生案执行

近日， 湖南省嘉禾县人民法院法官集中向60名农民工发放了被拖欠近两年的植
树造林工资，受到了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近年来，嘉禾法院对追索劳动报酬、婚姻家
庭等涉及民生的案件，开辟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内解决群众诉求，有力地维护了群众
的合法利益。 谢思宇 曾 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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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扫一扫” 服务袋里装
———福建省诏安县法院推行无障碍立案服务见闻

本报记者 何晓慧 本报通讯员 江英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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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1 日，福建省诏安县人民法
院四都人民法庭。

一上班， 法官林浩杰便一头钻进
自己的办公室，打开电脑，输入账号和
密码， 登录法庭微信平台。 自从多了
“微信管理员”这个角色，他比之前更
忙碌了。

“离婚案件立案难不难？ ”刚进入
服务界面，一条新消息跃入眼帘。一位
叫“木子”的网友发来咨询信息。

林浩杰随即将该院自编的 《诉讼
服务手册》 发送过去：“准备好这些材
料，用手机拍成照片，‘打包’发送到法
庭微信账号，便可进入立案审查程序。”

“请问，案件审理需多长时间？ ”
“一审民事案件， 如适用普通程

序，审理期限通常为六个月，适用简易

程序则为三个月。 ”
“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
“诉讼费用缴费标准是多少？ ”
……
“木子”频频发问，林浩杰一一回

应不厌其烦。
“我明白了，这就去写起诉状。 ”
9 点 53 分， 微信铃声 “嘀嘀”响

起，提醒管理员有新消息。
原来上线后的“木子”，将起诉状、

结婚证、 户口簿等立案所需材料发了
过来。

点击“接收”，林浩杰将其打印成
文稿进行初审，在确认无误后，将材料
批量提交给庭长李建龙作审查。

中午稍事休息。下午一上班，林浩杰
接到庭长通知：“这个案子可以立了。 ”

林浩杰赶忙呼叫“木子”：“请在 7 日
内到附近的银行缴纳诉讼费。 ”

或许是诉讼心切 ，16 点 30 分 ，“木
子”就将银行缴费回执拍照发回。

“到这一步， 微信立案程序已走完。
请将所有立案材料的原件邮寄至法庭，
承办法官核对后会第一时间与您联系，
请耐心等候。 ”写下这段话后，林浩杰长
舒了一口气。

林浩杰告诉记者，自从今年 2 月 21
日四都法庭开通微信公众服务平台以

来，像“木子”这样的当事人再也不用三
番五次地往法庭跑。 如今， 除了现场立
案，林浩杰还要兼顾网上立案，工作量陡
增了许多。 “只要当事人少跑腿，我们累
点不算什么。 ”他淡然一笑。

看着墙上张贴的二维码，记者随即

也关注了“诏安法院四都法庭”。 在“诉
讼服务”项下，记者看到立案咨询、审判
流程、 诉讼风险提示等内容一应俱全，
当事人不仅可轻松获得诉讼指导，还可
查询裁判文书， 了解案件审执进度，获
悉有关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诸多信息。

诏安法院院长姚毅奇告诉记者，立
案是群众表达诉求的第一道窗口，打造
无障碍立案服务一直是他们努力的目

标。 “如今，有了微信，老百姓只要‘扫一
扫’，就能将所有的司法服务装进口袋，
省事又贴心。 ”

为不断深化司法公开， 开辟民意
沟通 、 法制宣传和接受监督的新渠
道，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通
过官方微博进行庭审图文直播， 实现
庭审直播规范化、 常态化， 搭建起庭
审公开 “网络微平台”。

今年 2 月 28 日上午， 东营区法
院首次通过其官方微博平台对被告人

刘某涉嫌犯开设赌场罪一案全程进行

庭审图文直播， 这在东营市法院系统
中尚属首例。 庭审微博直播受到众多

网友的关注和好评， 有网友评论说，
“咱能在家里看庭审直播了”， “希望
以后有更多的案子进行直播”。 截止
到今年 4 月底， 东营区法院通过其官
方微博已经对 13 件案件进行了 15 场
庭审直播。

东营区法院将庭审微博直播作为

一项长期工作 ， 纳入本年度开展的
“司法公信提升年” 活动， 为各审判
业务部门制定直播计划， 确定了 “两
个一” 的目标任务， 即每周至少进行

一次庭审微博直播活动、 全年每名审
判法官至少选取一件案件进行直播。
规范运行机制， 对微博直播过程实行
相关业务庭室负责人和研究室负责人

双重把关。 专门设立庭审直播间， 实
行 “五分钟 ” 流程控制 ， 微博管理
员、 现场拍摄人员和现场记录人员共
同组成微博直播团队， 分工协作、 相
互配合， 努力做到微博发布与庭审实
况延迟控制在五分钟以内， 确保微博
直播与庭审活动即时、 同步。

东营区法院的微博直播活动在当

地论坛引起了网友热议 。 有网友发帖
表示 ， 微博直播庭审是一个积极的讯
号 ， 对推进司法公平 、 公正有重要意
义 ， 希望能持续推广 ， 让正义可以看
得见 。 同时 ， 微博直播庭审不仅开辟
了庭审公开的新渠道 ， 其对庭审活动
的全程追踪也对进一步规范庭审行为、
提高审判效率形成了倒逼效应。 日前，
东营区法院对一起行政诉讼案件的庭

审进行微博直播 ， 该案由东营区法院
副院长马兆萍担任审判长 ， 直播从当
天 9 点持续到 16 点， 引起网友的广泛
关注和频频 “点赞”。 东营区法院通过
微博晒庭审 ， 主动接受网友围观 ， 拉
近了法院与社会公众的距离， 形成了良
性互动， 进一步消除了司法神秘感， 提
升了司法公信力。

微博晒庭审 公开零距离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法院实现庭审微博直播常态化

张德红 聂小亮

4 月 24 日 ， 记者在江苏
省镇江市镇江经济开发区丁卯

街道采访时， 巧遇小山村里发
生的一起亲兄妹间的积怨纠

纷。
曹家兄妹的父母遗有房屋

三间一厢， 其中厢房是砖头墙
基土坯墙， 父母离世前口头将
厢房留给儿子曹家福 。 2011
年该村征地拆迁时， 妹妹曹家
菊瞒着住在外地的曹家福， 一
人签了拆迁补偿协议 。 2013
年 10 月， 曹家福得知真相后

要妹妹归还应得房产， 但遭到
拒绝， 兄妹间一时水火不容。
4 月 24 日 ， 曹家福将曹家菊
诉至镇江市镇江经济开发区人

民法院丁卯人民法庭。
承办法官刘沫、 曾晓青接

案后， 邀请该庭群众工作指导
员周秀琴一道研究案情， 厘清
办案思路， 并到被告原居住地
找邻居调查， 找村干部核实情
况， 找拆迁办查阅拆迁档案。
在查清基本事实后， 法官及周
秀琴来到曹家菊居住地开庭。

考虑到此案系亲兄妹间纠纷，
不宜轻易判决， 在历经 3 个小
时的调解后， 被告终于明白了
事理， 羞愧难当， 并自愿提出
拿出 18 万元给原告 。 至此 ，
一起长达 6 个月的纠纷终于落
下帷幕。

图①： 原告来法院立案。
图②： 法官向村民了解曹

家情况。
图③： 在被告家门口开庭

调解。

近日， 成都铁路
运输中级法院在西昌

市公开开庭审理了一

起武装押运特大毒品

案， 这是近年来西昌
地区最大的一宗毒品

案件， 涉案毒品海洛
因达 15070 余克。 为
确保庭审顺利进行 ，
押解途中法警高度戒

备， 并从铁路公安处
抽调特警支援。 图为
法警从羁押室押解被

告人到法庭。
周志刚 闫 川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本报讯 外调工作期间高温补贴

该不该有？ 标准如何？ 近日，重庆市巴
南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件高温补贴案

给了劳动者一个人性化的标准。
周某系某钢结构公司的老员工，但

2009年5月至2010年7月间被调至湖南娄
底工作，2011年7月至2012年10月间又被
调至天津工作。后双方产生劳动争议，周
某遂起诉该公司， 其多项诉请中有一项
为2008年至2011年高温补贴1090元。

依据 《重庆市高温天气劳动保护
办法》 第三条规定：“本市行政区域内
的企业、 个体经济组织及其他经济组
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在高温天气
期间安排劳动者工作适用本办法。”被
告认为， 因为原告在2008年至2011年
间仅有两年多时间在重庆工作， 可以
享受高温补贴，而其在湖南娄底、天津

工作的时间段则不应享受。
承办法官经查询发现， 湖南娄底、天

津两地均没有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且
从常情上看天津的夏季比重庆凉爽，而湖
南娄底的酷热情况则与重庆相当。

就现有法规、证据而言，无法支持周
某在外地期间的高温补贴，但基于《重庆
市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的立法本意，
即理解、 体谅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工作
的艰辛， 承办法官没有简单地否定原告
诉请，而是展开了调解工作，引导当事双
方尤其是被告尊重事实、将心比心，促成
双方达成了共识： 周某在湖南娄底工作
期间参照重庆标准给予高温补贴。

最终， 承办法官参照重庆市的高温
补贴标准，针对周某诉请，裁判被告某钢
结构公司支付周某高温补贴共计 800
元。 (邱鹏程 钟丽君)

2013 年 9 月 11 日，这一天，在我的
人生履历中写下了难忘的一页；这一天，
是我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后

进行的第一次庭审；这一天，使我感受到
了作为中院法官的使命和责任。

这是一起申请撤销劳动争议仲裁裁

决的案件， 因为之前一直在基层从事审
判工作， 所以该类案件我还是第一次遇
到，一时有些紧张慌乱不知从何入手。紧
张之后我镇静下来， 仔细地阅读了整个
案卷，制作了阅卷笔录，初步归纳了该案
的争议焦点，确定了庭审思路。

庭审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虽然已做
了充分的准备，在基层也已审案多年，开庭
审理我已经历了上千次，但第一次作为中
院法官进行庭审，我的心里还是没有底。

庭审当天，作为申请人的用人单位一
方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年龄稍大，不时
低声耳语、交换材料，大有联攻之势；作为
被申请人的劳动者个人， 是名 30岁左右
的瘦弱女性， 她一脸期待地注视着审判
席。 观望他们，我体察到了不同的心态。

庭审之初， 双方当事人都被庭审的

严肃震慑住了，比较紧张，回答问题都有
些语无伦次。待到庭审质证阶段时，我便
放慢询问的速度，减缓了语气。该案是因
对被申请人的工作时间有争议而导致的

诉讼， 而考勤表则是认定被申请人工作
时间的关键证据。 当申请人提交了一份
在仲裁时并未提交的 3 月份考勤表时，
被申请人立刻情绪激动起来，认为考勤一
直由其进行记录，但申请人隐瞒了由其制
作的真实考勤记录，却提交了由他人制作
的虚假考勤记录。 申请人此时也毫不示
弱，坚称其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并称由于被
申请人在仲裁申请书中未要求 3 月份的
工资，所以仲裁时其未提供该证据。

就在双方因证据相持不下、 庭审局
面将要失控时， 我冷静且迅速地分析了
双方的观点， 抓住问题的关键询问申请
人：“被申请人工作期间， 考勤是由谁记
录？ ” 申请人轻松地回答是被申请人记
录。 我又步步推进地快速询问：“那为什
么 3 月份的考勤不是被申请人记录的？”
申请人顿时语塞。此后，庭审进行得很顺
利。当双方当事人进行最后陈述时，申请
人没有了之前的锋芒毕露， 而是表示听
从法院判决，表达了对法律的信服；被申
请人表示相信法院会公正审判， 表达了
对法官公正审判的信赖。

当法槌再次敲响宣布庭审结束后，我
在想，是法律的责任和力量给了我沉着和
信心，使我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次庭审。

第一次庭审虽然已经过去一段时间，
但这次庭审的经历告诉我要认真对待每

一次庭审， 珍惜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力，
不偏不倚， 维护法律的尊严。

认真对待每一次庭审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组

宣处 陈 恒

本报讯 4 月 29 日，安徽省池州
市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了池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的情况汇报，
讨论通过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全市法院民事执行工作的决定》。据了
解， 这是该市首个由人大作出的关于
加强执行的规范性决定。

《决定》指出，对拒不执行法院判
决的公民、 法人和组织由人民法院依
法强制执行，情节严重的，依法予以罚
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行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应当模范

守法、执法，支持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
金融、公安、工商等单位应积极配合人民
法院建立信息互享、情况互通、相互协作
的执行联动机制。 将解决“执行难”作为
基层组织依法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严
格检查考核。新闻单位要通过各种形式，
加强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宣传报道。
人民法院要进一步规范执行工作， 严格
依法执行， 市人大常委会将不定期对执
行工作进行督查， 帮助解决人民法院在
执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唐金法 魏长松）

池州人大出台决定支持法院执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