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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不模范 案件里面看
——福建法院抓党建带队伍促审判树形象创一流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詹旋江
连日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各党支部先后召开专题组织生活
会，对照焦裕禄精神，找差距，抓
整改，转作风。这是福建高院纪念
建党 93 周年开展系列活动的一个场
景。
近年来，福建法院坚持“抓党建
带队伍促审判树形象创一流”的总体
工作思路，全省法院机关党组织全面
推进机关党建工作，有效推动队伍素
质、审判质量和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2011 年以来，全省法院有 176 个集体
被评为省级以上先进基层组织，有
227 人 被 评 为 省 级 以 上 优 秀 共 产 党
员、优秀党务干部。

找准突破点：强化思想引领
6 月 9 日上午，福建高院三楼大
会议室座无虚席，院机关全体干警正
聚精会神地听取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马照南所作的“我们的价值观自
信”专题辅导。这是福建法院注重思
想政治建设的一个缩影。
在福建法院，持续推动学习型党
组织建设被作为头等大事，常抓不

懈。福建高院院长马新岚坚持每年
“七一”前后为全院干警上党课。全
省法院坚持每年一主题、一创新、一
提升，先后组织开展了科学发展
观、“人民法官为人民”、“保持思想
纯洁性”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特别
是去年以来，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以改进作风新成效取
信于民；坚持每年 2 月开展集中学习
月活动，每周一上午例会时间开展支
部集体学习讨论；举办“海西法官讲
坛”，先后邀请专家学者为全省法院
干警作专题辅导 32 次。
同时，福建高院针对队伍建设中
存在的薄弱环节，大力推进“好绩效
好作风好形象”等作风纪律建设。组
织院机关干警签订“十严”承诺书，
建立大督查工作机制，深入整治“六
难三案”问题。聘请 21 名社会各界
人士担任人民法院监督员，确保“权
力运行透明在阳光下提升，干警廉政
风险在监督下降低”
。

把握关键点：服务执法办案
走进福建高院刑一庭，该庭党支

部建设和审判绩效情况表赫然入目。据
该庭党支部书记、庭长陈建安介绍，上
面“晾晒”的是该庭党建工作和全庭干
警案件质量评查、庭审观摩、优秀法律
文书评比、技能考核比武等方面的绩
效。
福建法院普遍实行 “一岗双责”，
做到审判业务工作与党建工作一起布
置、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一起总结。
“模范不模范，案件里面看”。全省法院
着力推进机关党建工作，牢牢把握司
法为民公正司法这条主线，以做好依
法公正审判和释法说理取信“两篇文
章”为重点，以公正司法、亲和司
法、 认 同 司 法“三 项 司 法”为 主体，
广泛开展以亮岗履职、承诺践诺、
“三 亮 三 比 三 评”为 主 要内容的争 当
优胜“党员先锋岗”竞赛活动，引导
法官立足岗位，多办案、快办案、办
好案。许多党员带头坚持“五加
二”、“白加黑”，用无私奉献擦亮了
“党 员 就 是 旗 帜，党 员 就是形象”的
品牌。日前，福建高院对在“讲党
性、反四风、比奉献、赛业绩”竞赛活
动中表现突出的 39 名干警予以了通报
表扬。

抓好落脚点：夯实基层组织
今年 3 月，以武平县人民法院十方
人民法庭林桃秀同志工作经历为原型改
编的微电影 《春雨》，被评为全国法院
系统首届十佳微电影。这是福建法院以
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电影艺术形式创新
基层党建工作的又一大胆尝试。
福建法院全力抓基层打基础，深化
党建“三级联创”活动，将加强基层党
组织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纳入院长
抓队伍建设、党建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状的内容加以考核。据了解，全省
84 个基层法院全部成立了机关党委或
党总支，204 个人民法庭和符合条件的
法院内设部门全部成立了党支部。福建
高院每年举办一期基层法院专职党务干
部培训班，采取“请进来、走出去”、
“看、
听、训、考”
等方式，
着力提升基层党组织
班子和党务干部的能力水平。
福建法院还建立完善了基层党建工
作目标管理体系，分类建立党员信息
库，全面掌握党员情况。大力推进基层
党员爱心工程，解决干警实际困难，大
大提高了干警执法办案的积极性。

蓝田法院集中发放执行款
7 月 8 日，重庆市
云阳县人民法院第三法
庭开庭审理了一起婚姻
家庭纠纷案，同时标准
化数字审判法庭正式启
用。庭审不仅实现同步
录音录像、实时传输、
动态监控，还可以与当
事人远程视频，极大地
方便了外出务工人员，
有效减少缺席审判，有
助于案件的调解和公正
审理。
饶国君 摄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平顶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研究出台了 《关于持续开展
落实“四项要求” 深入整治“六难”
问题加强涉诉信访源头治理的意见》。
意见以反“四风”
、破“六难”，进一步
加强涉诉信访源头治理，扎实推进全市
法院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为目标，对群众来诉、来访和接待、答
复等具体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四项”要求，即要求法官及其他

本报讯 执行难，难在被执行人难
找，执行财产难寻，失信行为难惩。自今
年 4 月中旬开始，为破解执行“三难”，山
东省滨州市两级法院着眼于护民生、解
民困、促诚信、树正气，深入开展了集中
清理执行积案活动，强化执行措施，加大
执行力度，共执结案件 3483 件，标的额
13.18 亿元，收到了良好效果。
滨州市两级法院充分利用便民诉讼
网络
“接地气”
、
便民诉讼联络员地熟人熟
的优势，
积极邀请便民诉讼联络员参与督

平顶山中院“四项要求”整治“六难”
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认真落实“让
当事人见得着法官”
、“听当事人把话说
完”
、“说当事人听得懂的话”
、“给当事
人一个认真负责的答复”等四项工作要
求，进一步改进作风，密切同人民群众
联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司法的公认

度。重点解决人民群众对司法作风反映
强烈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立案难 、诉讼难 、 执行难 ”等“六
难”问题。
《意见》 明确，全市法院要成立专
项工作督察小组，采取明察暗访、网上

滨州法院力破执行“三难”
促履行、提供线索、送达文书、疏导情绪、
化解矛盾等工作，取得了较好效果。此
外，还加强与公安机关联系，
由公安机关
协助查询被执行人行踪。多种方式的运
用，
织成了查找被执行人的天罗地网。
针对一些被执行人为达到不履行债
务的目的而采取的化名存款、转移股权、

假借贷、假离婚等各类手法，
滨州法院加
大了解开被执行人面纱的力度，采用追
加被执行人等方式，有效加强了财产查
控力度。滨州法院还先后建立了与公
安、工商、房管、国土、金融、税务等部门
的大联动机制，实现了对被执行人名下
财产的全面调查。

本报讯 （记者 贾明会 通讯员
李跃波 薛永毅）7 月 10 日上午，陕西省
蓝田县人民法院召开执行款集中兑付暨
公开曝光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大会，现场
为 3 起案件的当事人集中发放执行款
195 万余元。
本次集中发放的 195 万余元执行款
涉及借贷、机动车交通事故等案件类
型。活动现场还对 40 名失信被执行人
的个人基本信息进行曝光，并就 18 名被
执行人发布悬赏公告，号召群众对被执
行人的行踪、财产线索等进行举报，让
“老赖”
们无处藏身。
据悉，今年以来，蓝田法院不断加
大执行力度，穷尽执行措施，切实维护
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尤其在涉
民生案件专项集中执行活动中，该院充
分利用罚款、拘留、限制高消费、公开悬
赏等方式，先后共执结涉民生案件 31
件，
执行到位标的额近百万元；
司法救助
26 案 34 人，
发放救助金 82000 元。

督察、专项检查、实地检查、事后追查
以及邀请人民法院监督员参与督察等方
式进行督察，要标本兼治，经常抓，见
常态；深入抓，见实效；持久抓，见长
效，通过制度落实，改进作风，扶正祛
邪，不断巩固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的成果，努力实现“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
义”的目标。
（王宏伟 周官卿）

滨州法院对于只要有规避执行、
抗拒
执行的情形，
一律将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
及欠款金额等相关信息及时录入到最高
人民法院黑名单库，
这一措施如同给“老
赖”
们套上了
“紧箍咒”
。同时，
利用报纸、
电视、网络等媒体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曝
光老赖”
活动。这项措施被当地群众称赞
为滨州法院的
“执行曝光年”
。据统计，
截
止到 6 月底，滨州法院共曝光“老赖”458
个，
有力打击了欠债不还者的嚣张气焰。
（赵海永 赵源泉 田成燕）

【湖南长沙岳麓区法院】

公开宣判助矫正
本报讯 近日，湖南省长沙市岳
麓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
庭对一起青少年团伙犯抢夺、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非法制造枪支案件作出
了一审判决。宣判当天，该院组织未
成年被告人的法定监护人及其辖区的
社区矫正对象旁听了该案的宣判。

【内蒙古化德县法院】

民生案快执 重拳打“老赖”
本报讯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
化德县人民法院开展“民生案快
执”集中行动，对涉及拖欠农民工
工资等民生类案件中拒不执行法院
裁判文书的“老赖”进行清查，并
果断采取强制措施，将“老赖”列

执行工作联席会议促案件执结
本报讯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人
民法院为有效解决群众反映较为突出
的“执行难”问题，决定建立执行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由院领导挂点执行
组，指导开展涉民生案件的专项执
行，以推动多部门联动，转变执行人
员工作作风，提高执行快速反应能

年近八十岁的张桂甜老人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受伤，
被执行人家徒四壁，
无力履行赔
偿义务。近日，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冒雨将2万元司法救助款送到张
桂甜老人病床前。
马伟峰 吕本超 邵 华 摄

力。
据统计，该举措实施以来，该院
共执结案件 431 件，执结标的额 4715
万余元，实现了双增长，群众满意度
较高。自 3 月份以来，该区信访部门
未收到新增涉执行工作的申诉。
（邓永福 刘章林）

踏实的感觉很美好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民二庭副庭长 王 忠
已从事了多年的民事审判，我
心底最强烈的声音是真正为百姓实
实在在地做点事。不久前，来自同
一件案件双方当事人的感谢信和锦
旗，再一次荡起我内心的满足感和
成就感。
经过近三个月的多重努力，
我成
功调解一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
纠纷，
压在双方尤其是被拆迁人一方
心里十年的石头终于落地。那一刻，
我又一次感受到了法官的价值。
2003 年，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就
北京市二环内某核心地块一间 16
平方米的平房签订了房屋拆迁货币
补偿协议，约定拆迁人向被拆迁人
支付补偿款、补助费共计 30 万余
元。后因被拆迁人反悔，双方之间
的 协 议 一 直 无 法 履 行 ，拆 迁 人 于
2013 年诉至法院要求被拆迁人腾
房。一审诉讼过程中，拆迁人承诺
给被拆迁人在北京市通州区安置一
套三居室。出于拆迁政策和被拆迁
人权益考虑，一审法院判决确认拆
迁人承诺并要求被拆迁人腾房。被
拆迁人不服并提起上诉，上诉理由
主要为拆迁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
格、
拆迁人诉请超过诉讼时效。

余 嫚
件。小于接过 U 盘，打开文本，潇洒
地点了打印，21 页纸很快打好，心细
的小于还特意用订书钉将文件装订好递
给卢正苏。卢正苏拿到文件眉头皱了一
下，翻了两下，没有说话。第二天，卢
正苏拿了一份文件让小于复印，这一
次，小于发现，卢正苏亲笔写了一张纸
条在文件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每一张纸都不能浪费，请你正反面
复印，谢谢！”小于顿时脸红了，小心
翼翼地将纸条收起，才发现，卢正苏写
字的这张纸条也是用过的废纸。从那以
后，小于再也没有浪费过一张纸。同时
作为文印员，也经常提醒庭里的书记员
要节约用纸。
卢正苏在全院全面推行电子政务，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4 件涉民生
类执行案件在集中行动中成功执结 7
件，在全县范围内反响较大，一些
未被清查的非民生类案件的“老
赖”也主动上门要求履行。
（吕晓霞）

【江西赣州南康区法院】

这里有一个“抠门”院长
说到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法院
院长卢正苏，该院的年轻干警们都会笑
着说：
“我们的院长真‘抠’啊！”
在清河法院，每天中午食堂吃完饭
后，你会看到一个着法官制服的中年男
子在到处转悠。他有时来到诉讼服务中
心，看看是不是还有谈话室的灯没关；
有时会到各个法庭看看，会不会有书记
员开完庭忘记关灯和电脑；有时又会在
院子里边走边查，浇花的水龙头是不是
全都关严实了。偶尔碰到干警和他打招
呼，他就笑着说，刚吃完饭，走走消消
食。这个心系各处的中年男子就是卢正
苏。
刚到清河法院办公室上班的小于接
到一个任务，卢正苏请她打印一份文

宣读判决后，主审法官结合该
案案情，解读了国家对于青少年犯
罪及社区矫正的相关法律法规，并
呼吁社会各界加大对未成年犯社区
矫正及社会帮扶的力度，让未成年
犯早日回归社会，促进社会和谐。
(黄 旭）

严格控制办公用纸量，能不打印的文
件就不打印，无论开审委会或者其他
会议，也提倡将材料全部用投影仪播
放，会后通过综合信息系统将电子版
传阅，避免了每次开会印发大量材
料，要求纸制材料一律双面打印，年
节约纸张 4 万张，购置陶瓷杯取代一
次性纸杯，年节约纸杯 8000 余只。
在清河法院，你经常会听到干警
互相问：你今天要去哪里送达，和我
顺路吗？或者会听到：我今天要去哪
里哪里开会，有顺路的吗？这是清河
法院独特的公车外出办公模式——
“拼车”
。
为了减少汽油开支，践行低碳环
保理念，卢正苏带头做起，鼓励干警

十年的时间，
房价不断飙升，
对
于同等条件房屋拆迁的补偿数额已
不可同日而语，被拆迁人心里的不
平衡与日俱增，多年来在各部门间
反映问题。
调解是化解本案纠纷的最佳方
式，而增加补偿则是调解的唯一途
径。为此，庭前我即积极与拆迁人
沟 通 协 调 ，希 望 其 做 出 进 一 步 努
力。庭审过程中，对被拆迁人提出
的焦点问题，
我一一给予释明，
着重
点在于让其明白民事诉讼与行政诉
讼的关系，并认识到合同的法律约
束力。在拆迁人提出增加 30 万元
补偿的情况下，被拆迁人仍表示拒
绝调解。
我决定两条腿走路：
组织评议，
撰写文书；拉近差距，
继续调解。为
此，
我与助理找到拆迁人，
与其分管
负责人进行了一次长达 2 小时的座
谈，推动其高层领导研究新的补偿
方案，
协力化解矛盾。
“王庭，判决书已打印好了，要
发吗？”助理问到这儿的时候，我犹
豫了，
“再等等吧”
，发自心底希望能
有转机。距离审限还有一个星期的
时候，拆迁人那里果真传来了好消
息，再增加 20 万元补偿。趁此机
会，
经多次努力，
我终于做通被拆迁
人的工作。签调解协议时，被拆迁
人紧紧握着我的手：
“我因为签了拆
迁协议后悔了十年，
没有您的坚持，
我恐怕还要因为不签调解协议再后
悔十年啊！
”
看着助理将判决书一页页塞进
碎纸机，
我的心很踏实。这种感觉，
是一种能让人安然入眠的美好。
（刘艳辉 整理）

外 出 执 行 公 务 的 时 候 能 够 主 动“ 拼
车”
。顺路的干警们联系好驾驶员、商
量好时间后一起出去办公。简单的一
个小举措，一年节省了三分之一的汽
油开支。同时，卢正苏还和行装科一
起研究制定车辆管理办法，合理管理
车辆，定点加油和定点维修，运用 GPS
监管系统，
杜绝公车私用，
提升车辆使
用效率，
年燃油耗率下降 13.65%。
听到年轻干警给自己起的外号，
卢正苏非但不生气，反而欣慰地说：
“我用我自己的行动让他们知道，我
们是人民公仆，我们消耗的每一张
纸、每一度电、每一滴油都是纳税人
的钱。如果用我的‘抠门’换来全院
的节约，这实际是在为老百姓省钱，
这是一个好现象！
”
在“抠门”院长的带领下，全院
上下刮起了一股绿色低碳之风，越来
越多的干警加入到了“抠门”的行列
中，将这种“抠门”精神融入到自己
的工作中去，真正为当事人服务，为
老百姓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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