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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问题为导向 以改革为动力

辽宁法院150项调研成果解答“应用题”

让减刑假释案审理更好接受监督

海南高院在监狱开审6起减刑案

本报讯 （记者 张之库 通讯
员 严怡娜 李 刚） 近日，辽宁法
院2013年调研评选结果出炉，全省法
院共完成 181篇调研课题，有 75篇获
评优秀以上奖项。其中，有 150个课
题以举措、规范、机制等形式实现了
成果转化，有力地促进了辽宁法院各
项工作上层次、上水平。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坚持以问题
为导向，以改革为动力，深入开展

“全省一院一课题、机关一部门一课
题”的大调研活动。高院机关建立国

家级司法理论文章定期通报机制，纳
入年度部门绩效考评及个人职级晋
升，高院党组对各部门选题逐一“过
筛子”，并跟踪问效。高院通过召开
调研课题筹备会、推进会、评审会和
面对面指导等形式，推动调研深化和
成果转化。聘请省内专家学者、特约
监督员和省高院审判专家等 12 名评
委，对参评课题匿名处理，由评委

“背对背”评议打分，确保评选结果
客观、真实、公正。

据了解，辽宁法院主要围绕当前

工作遇到的难点、热点、疑点问题
进行立项，调研成果通过在国家级
刊物发表或在最高人民法院获奖、
形 成 内 部 规 范 文 件 、 提 出 司 法 建
议、拟定办案参考以及推出新举措
等五个方面得到转化和利用。在本
次大调研活动中，有 35 篇调研文章
在 《人民司法》 等国家级刊物发表
或在最高人民法院获奖，有一批成
果转化为规范性文件，有一批成果
发挥了司法建议的功能，有一批调
研成果推动了审判管理和实务。

沈阳两责任人因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获刑

“我承诺，半个月之后一定来回
访，给你们协调解决纠纷。”

5月21日，临近中午，在“中国珙
桐之乡”贵州省纳雍县新房乡大河坝村
果木寨组，该县人民法院阳长人民法庭
庭长张弦对一起民事纠纷当事人这样
说。

在刚刚过去的近两个小时里，记者
现场见证了张弦处理郭太文诉向友文财
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的全过程。该案名
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实为双方对公路
边一块约40平方米土地的争夺。今年4
月 24 日受理该案后，法庭适用简易程
序，定于 5 月 27 日开庭。在案件受理
前，张弦就先后三次向郭太文释明，由
于双方争议之地权属不明，他即使起诉
了也很可能败诉，为了减少缴纳诉讼费
等不必要的浪费，建议其不要起诉，但
郭太文还是坚持起诉了。眼看距开庭时
间已不到一周，张弦决定深入现场，再
组织双方进行一次协调，争取在庭前化
解双方的争议。

在路上，记者知道这个案件是法庭
法官胡方茂承办，便问张弦：“你们庭
审理的每一个案件，你都要亲自参与
吗？”张弦说：“不是。因为老胡快要退
休了，我来帮帮他的忙。”他介绍，老
胡明年就满60岁了，“这么大年纪还兢
兢业业办案不容易。”

记者记得头一天中午到达阳长法庭
的时候，就发现庭里7名干警老中青三
代俱全，上到年近六旬的老胡，下到

“85后”的小王、小陆，相得益彰。张
弦刚过 50，属于年富力强的中年法
官。法庭辖区有6个乡镇，常住人口近
30 万。近年来，法庭每年审结的民事
案件几乎占纳雍县法院的三分之一，而
且没有一件上访案。今年截至 5 月 21
日，法庭受理的案件已达140件。

9时50分，法官们到达现场，郭太
文已守候在路边。张弦下车后便打听了
向友文的住处，然后亲自上门通知其到

现场。胡方茂带着书记员，对几名知情
人紧锣密鼓地进行调查。

张弦找了一圈之后，却一个人回
来了。原来，年过七旬的向友文一大
早就赶集去了，不在家。后来，他的
两个儿子一前一后来到了现场。不大
一会儿，公路边的一个农家院坝里就
围上了一圈人，都想看看张弦如何处
理这个案件。

10 时 30 分，时间已经不早，张弦
再次向郭太文进行法律释明：“我还是
那句话，你们双方争议之地权属不明，
你和向友文都不能提供依据证明那是你
们的承包地，根据法律规定，法庭不能
直接明确土地归你们哪一家。”

老实巴交的郭太文有些木讷地请张
弦帮他们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张弦说：

“法庭来现场处理案件，既要方便群众诉
讼，也要遵守法律。这个案件要判决的
话，只能是驳回你的诉讼请求；要调解的

话，又不能制作调解书，调解就失去了意
义。所以建议你撤回起诉，我再出面给
你们找村委会和乡政府协调处理。”

对张弦的建议，郭太文一时想不明
白，但他在场的两个弟弟却听懂了，其

中一个把郭太文拉回家中，进行了一番
劝说。几分钟后，郭太文回到现场，向
张弦表示愿意撤诉，但对张弦究竟是否
真的会给他们进行案外协调有些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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珙桐之乡 千金一诺
——贵州纳雍法院阳长人民法庭司法为民工作见闻

本报记者 金 晶 本报通讯员 杨镇海

讲述人：纳雍县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 涛

今年初，我在阳长法庭代理了一
起矿山设备买卖合同纠纷案，标的额
76 万元。由于原、被告双方都是外省
人，阳长法庭坚持优先办理的原则，
很快予以立案，并及时组织双方进行

调解，不久就达成了付款协议，现在
已经履行完毕，双方当事人都特别满
意。阳长法庭辖区大、人口多、纠纷
多、法官少，经常要加班加点地工
作。但是，法官们在面对群众的诉求
时，却始终如一地坚持快立案、快审
理、多调解、早结案，及时为当事人
分忧，为群众解难，再苦再累也从不
懈怠。当事人感谢他们，作为律师，
我也要感谢他们。

再苦再累也从不懈怠
现场回音现场回音

第一现场第一现场

6月6日上午，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在经济开发区法庭公开审理一起
责任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并以同步发布文字微博与图片微博的形式向网友实时展示
庭审过程，让案件审理更加公开、透明。此次微博直播历时2个多小时，引来众多
网友关注、点赞。 王 茜 摄

5月21日上午，阳长法庭庭长张弦（中）现场处理郭太文诉向友文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金 晶 杨镇海 摄

新华社沈阳6月7日电 （记者
范春生） 造成 4死 2伤的辽宁省沈阳
市“3 · 16”烫平机爆炸事故发生一
年多后，相关责任人受到法律惩
罚。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6日发布的
终审裁定书认定，租用一厂房开办
水洗厂的李彩霞与另一责任人赵荣
祥犯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分别判
处有期徒刑4年和3年。

2011年4月，这起重大伤亡事故的
第一责任人李彩霞租用沈阳美溢香新
食品配料有限公司的厂房开办水洗
厂。期间，其对购进的水洗设备没有
进行安全检查和质量检测，选用无特
种设备安全技术资质的沈阳市于洪区
北陵乡八家子村村民赵荣祥对水洗作
业所需要的烫平机、烘干机等特种设
备进行安装。

2013 年 3 月 15 日晚，李彩霞决
定启用新购入的二手烫平机进行水洗
作业。次日4时35分左右，该烫平机
的烘筒发生爆炸，造成4名操作工人
当场死亡，1 人受轻伤，1 人右手受
伤。

事故发生后，沈阳市安监局经
技术分析认为，爆炸的烫平机烘筒
存在设计错误，制造质量有缺陷，

监检把关不严，非法安装，非法
使用。同时，安全保护装置缺
失，烘筒超压运行，从而导致了
爆炸事故的发生。

法院认为，李彩霞在无工商执
照的情况下雇佣无资质和未经培训
的人员非法安装、使用未经检测的
特种设备作业，安全生产实施和安
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赵荣
祥无特种设备安装资质，未按照安
全技术规范和使用要求安装特种设
备，致使生产设备在作业中发生爆
炸，造成 4人死亡、2人受伤的重
大伤亡事故，情节特别恶劣。此二
人均构成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法
院终审遂作出上述裁定。

本报讯 （记者 冀天福 通讯
员 秦世飞） 6月6日下午，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召开全省中级法院政治部
主任、纪检监察室主任会议，传达《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对聘用人员教育
管理的通知》精神，安排部署全省各级
法院聘用人员的清理整顿工作。

河南高院强调，各级法院要按照
最高人民法院和省高院的要求，强化
工作措施，严格落实责任，狠抓贯彻
落实。各级法院主要领导要亲自部
署，亲自督导，确保取得扎扎实实的
效果。各中级法院要立即将有关精神
传达到机关各部门和各基层法院，明
确牵头责任部门，迅速组织在本院机
关及辖区基层法院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聘用人员清理整顿活动，发现问题及
时纠正，并完善制度堵塞工作漏洞。

河南高院要求，各级法院要严格
对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标准，对于非事
务性、辅助性工作岗位的聘用人员，
要及时进行调整或清退；对个人存在

问题、不符合聘用条件、不能适应工
作需要的人员，坚决予以清退，确保
不留隐患。要建立健全聘用人员招录
工作制度，按照规定科学设置聘用人
员岗位，确保新进聘用人员素质。要
健全聘用人员教育管理制度，严格日
常教育管理工作，准确了解聘用人员
思想动态，及时发现和化解苗头性问
题，要建立健全聘用人员管理使用责
任倒查机制，把责任细化到用人部
门，认真落实谁聘用谁负责，谁使用
谁负责制度。要严格责任追究制度，
凡聘用人员出现问题的，坚决追究负
责聘请和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责
任。各中级法院要加强对辖区基层法
院开展清理整顿活动的督导。

河南高院明确提出，清理活动结
束后，省高院将派出督导检查组到各
中级法院、基层法院进行检查，对于
敷衍应付、整改不彻底的单位，将在
全省法院通报批评，并追究主要负责
人的责任。

本报讯 （记者 潘 静 通讯
员 倪艳芳）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
院加强全国法院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
设的总体部署，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党组将裁判文书公开作为三大平台建
设、司法公开的突破口，提出了努力
争先、加快建设的要求，要求全省法
院在今年上半年全部实现裁判文书上
网。截至目前，甘肃全省三级法院已
全部实现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生
效裁判文书，共公布各类生效裁判文
书11401份。

为确保按时完成工作目标，甘肃
高院研究制定了《关于推进全省法院
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实施意
见》，安排部署三级法院裁判文书上
网的总体工作要求和时间进度，通过

采取动员部署、制度要求、通报督
促、技术支持、监督考核等五项措施
强力推进全省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工
作。同时，甘肃高院还加强对此项工
作的通报和督办，每月对全省法院裁
判文书上网工作进行督办并对相关情
况进行通报。为了给裁判文书上网工
作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甘肃高院在
全省范围内推广使用文书智能屏蔽软
件对上网文书进行技术处理，提高裁
判文书上网效率和质量，并将此项工
作作为法院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严
明奖惩，完善责任追究机制。通过扎
实有效的措施，强力推进了全省法院
裁判文书上网工作，提前实现了辖区
内三级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在中国裁判
文书网上网公布。

本报讯 （记者 王书林 通讯员
张炳蔚 张 俊） 6月 4日，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
网络直播，公开开庭审理 10 名女性罪
犯减刑案件，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等旁听。

据悉，自今年2月，乌鲁木齐中院对
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实行网上公示、
庭审直播、人民陪审员参审、裁判文书
上网等全方位公开，对刑罚执行机关报
请减刑、假释的案件，一律到罪犯服刑
场所公开开庭审理。截至目前，该院已
受理减刑、假释案件 2250 件，审结 1553
件，其中公开开庭审理 1153 件，开庭率
达74.24%。

乌鲁木齐中院对于拟减刑或假释罪
犯，除考察其是否认罪悔罪、认真遵守
法律法规及监规等情况外，还综合考察
罪犯的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以及财
产刑或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的履行情况。
对罪犯在服刑改造期间有履行能力而未
履行财产刑或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的，减
刑幅度适当从严。

减刑、假释裁定下达之前，乌鲁木
齐中院将罪犯的拟减刑期及是否假释的
信息在罪犯服刑场所和网上进行公示，
对公示期间收到的投诉意见，进行认真
复查，确定对案件是否再次开庭审理。
减刑、假释裁定生效后，一律在中国裁
判文书网公开。

本报讯 （记者 杨晓梅 通讯员
庄惠婷 张卫勇） 6月4日，广东省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强制医疗案件进
行复议听证，这标志着广州中院在省内
迈开了强制医疗案件复议听证常态化的
第一步，对强制医疗案件复议程序是否
开庭作了明确肯定回答，以司法公开唱
出了强制医疗案件复议程序的“广州样
板戏”。

2013年 1月 1日开始施行的刑事诉
讼法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
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
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
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予以强制医疗。被
害人及其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
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但相
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对强制医疗复议

程序是否开庭作明确规定。
本案中，被申请人欧某持木棍无故

殴打杨某致其死亡。经司法鉴定，欧某
为无刑事责任能力。广州市天河区人民
法院依法对欧某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
宣判后，被害人杨某的父母不服，向广
州中院申请复议，广州中院决定召开听
证会。

听证会由被害人家属的代理人、精
神病专家、欧某的代理人、检察人员、
人大代表等各方出席，参会者分别就取
证过程的合法性、鉴定过程等问题充分
发表意见。

据悉，本案将择日宣布听证结果。
会后，广州中院负责人表示，今后类似
案件将根据具体情况逐步采用听证方式
进行审理。

河南法院清理整顿聘用人员

甘肃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全部上网

广州首启强制医疗案复议听证

乌市中院全方位公开审理减刑假释案 烫平机爆炸致4死2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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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5 日，海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在三亚监狱开庭审理了人民
检察院对减刑幅度有异议的郑文春等
6名服刑人员减刑案。

这6名服刑人员均在监狱提请了
减刑，因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幅度存在
异议，海南高院负责审理减刑、假释
案件的审判监督第二庭依照《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
的规定》，在三亚监狱就地开庭审理
了这6起案件。

6起案件的庭审逐一进行，三亚
监狱、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均派员出席
庭审。每名服刑人员的庭审，均有两
名以上同监区服刑人员出庭作证，确
保了庭审过程的公正透明。

郑文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无
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现在，
郑文春入监服刑已满两年，三亚监狱
建议对其减为有期徒刑 20 年，剥夺
政治权利改为 10 年。而三亚市人民
检察院认为，监狱出具的减刑建议书
适用法律不当，应在 20年以上 22年

有期徒刑以下对该服刑人员确定减刑
幅度。

法官将择日对这 6起减刑案件作
出裁定。

在防止减刑、假释领域的司法腐
败，推进减刑、假释案件司法公开方
面，海南法院一直十分重视，海南高
院官方网站天涯法律网在全国范围
内，率先开通“海南法院减刑、假释
信息平台”，使减刑、假释案件的审
理能够更好地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今年，海南高、中两级法院增加
了减刑、假释案件开庭审理的比例。
其中，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的所有减刑、假释案件均开庭审理。
海南高院审监二庭开庭审理的减刑案
件也均在一个月审限内审结，确保了
公正高效。与此同时，海南高院积极
推动监狱法庭的建设工作，已在三家
监狱建立了法庭，为就地开庭审理减
刑、假释案件进一步提供了方便，确
保了司法公开公正。

（胡 娜 黄 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