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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审判作风好，像翟树全！”
——吉林省农安县法院整治“六难三案”见闻

本报记者 郭春雨 刘玉华 张玉卓

现场回音现场回音

第一现场第一现场

图为7月7日，农安县法院巴吉垒人民法庭法官到巴吉垒镇金马村七社发生土地转包纠纷的地头向被告张某的家人送达法
律文书。 郭春雨 摄

7 月 7 日，星期一，上午 8 时 30
分，记者与来法院办事的群众一起，走
进吉林省农安县人民法院的门，来到一
楼大厅诉讼服务中心。

人流一分为三：一部分奔向大厅正
面的立案、信访、咨询、收费等窗口，
那里，法官已经着装整齐，开始接待工
作；一部分奔向二楼西侧，那里有农安
县法院所有的审判执行业务部门集中设
立的接待室，一上班，庭长和相关法官
就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也有一部分群
众奔向大厅门口左侧的院长接待处，今
天，常务副院长王连明带领一名庭长和
一名书记员坐在那里，公开接待来访群
众。

8时31分，哈拉海镇程家窝堡村刘
家店屯 8组农民贾某坐在王连明面前，
情绪激动地诉说与其相关的 6起案件。
王连明认真倾听，间或插话问明情况，
书记员当场记录。由于案情复杂，为妥
善处理，答复一是为其约定 7月 8日由
农安县法院院长田良亲自接待，二是引
导其上二楼执行局接待室，详细陈述诉
求。见状，贾某激动的情绪平和下来，
起身随引导法官去了二楼。

9时10分，记者在二楼刑事审判庭
接待室看见助理审判员刘大威开庭前与
被以骗取贷款罪起诉的被告人开安镇许
马三家村三社农民张某沟通交流庭审焦
点。张某神色压抑、低沉并有些紧张，
听了法官的话后，叙说了自己投案自
首、案发后归还全部贷款以及所贷款项
用于生猪养殖等情况。对此，刘大威
说：“我们审理案件必须谨慎，审查事
实、适用法律要慎之又慎。既要依法打
击犯罪，又要尊重和保护人权。”

10时 40分，记者驱车 30公里，来
到农安县法院巴吉垒人民法庭，与法庭

庭长于海侠、副庭长史柏川一起去巴吉
垒镇金马村七社送达一起土地转包纠纷
的法律文书。这起案件原告与被告都姓
张，原告今年 78 岁，春耕时节，拄着
拐棍到法庭，来了就哭，说这个事要是
不解决就不活了。法庭当场联系金马村
七社社长，又传被告到庭，先是对面
唠，再是背后调，最后开庭审理，终于
成功调解。今天，法官直接到村里送达
调解书，并对案件进行回访。中午 11
时，来到被告家，被告拿到调解书，虽
然转包费由每垧地500元提高到了4500
元，还是乐了，与在场的村治保主任和
七社社长一起，连夸“法官审判作风
好，像翟树全！”

⇨⇨下转第四版

讲述人：农安县青山乡江龙王村九
社村民 刘占有

我与我们社张某曾发生过一起土地转
包纠纷。张某原住在九社，后搬到七社，但
户口没迁。1997年土地承包调整时，七社
不给他分地，九社给他分了一垧七亩地。
这样，他种地就不方便，即与七社商量，以
在九社的地换种了七社的地。而七社又将
置换的土地转包给了我，一种就是15年。

但到了2011年，没分到承包地的七
社社员乔某回来要地。通过仲裁，认为
张某置换的是七社机动地，应分给七社
社员乔某，并通过法院执行完毕。这样，

张某在七社的地就没有了，张某就不断
上访。到后来，也起诉，又经仲裁，认为
互换土地协议不成立，张某应还种原来
在九社分的地。

对此，我不同意。我按转包协议交
了承包费，按协议应包到二轮土地结束
才到期，我要求执行原转包合同。

还得说农安县法院万金塔人民法庭
办案法官会做工作。他们审案件，态度
和蔼，没有架子，来到我家坐在炕上调
解，中间，还把村支部书记、乡司法所所
长等都找来做我的工作。这样，我就没
啥说的了，同意将地退给张某。

各地高院学习贯彻第三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和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精神

夯实基层基础 强化司法为民
本报综合消息 第三次全国人民

法庭工作会议和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
谈会结束后，7月11日，各地高级人民
法院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会议精神。

广西壮族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党
组扩大会议迅速传达

贯彻会议精神。该院党组强调，全区
各级法院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改革
各项任务的落实，大胆探索行之有效
的符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的司法工作
新路子。要深入推进执行指挥中心、
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试点工作，推
广南宁、柳州等地法院合议庭、审判
长负责制等试点成果，打造和树立独
具广西特色的亮点和品牌。要按照

“三个面向”和“两便”要求，加强
基层人民法庭的队伍建设和科技信息
化建设，固本强基，完善职权配置、
强化规范管理，发挥人民法庭便民利
民诉讼、就地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道

防线作用。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

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认 真 学 习 贯 彻 会 议 精

神。该院党组要求，要加强人民法庭工
作。在具备条件的人民法庭试点主审法
官办案负责制、合议庭办案责任制。优
化人民法庭布局，推行车载法庭等巡回
审判机制，积极参与农村社会治理。要
坚持“好传统+高科技”方法。牢固树
立“互联网思维”，全面加强信息化建
设，大力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
化。要建设高素质法院队伍。扎实开展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规范司法
行为，确保司法廉洁。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
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传达贯彻会议精神。该

院党组书记、院长王海萍强调，要开展为
期三年的建设“三型法庭”（阳光型、服务
型、效能型）专项活动，提升全省人民法

庭工作水平。要完善全省法庭工作指
导机制，中、基层法院建立相应工作机
构，建立并畅通全省法院法庭工作联
络渠道。在审判管理系统上开通全省
人民法庭审判业务管理系统，为全省
法庭工作信息交流提供平台。

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党
组扩大会议，学习和

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该院党组书记、
院长李彦凯要求，各级法院要切实加
强人民法庭基层基础建设，夯实人民
法庭基层基础工作，把人民法庭打造
成为司法依靠群众、群众参与司法、
司法服务群众、群众认同司法和联通
司法为民最后一公里的“桥梁”和

“纽带”。要以信息化建设为突破口，
进一步发挥业已配置给基层法院人民
法庭的“便民流动服务法庭”车的功
能作用和“品牌效应”，让人民群众
足不出村 （户），就能感受到司法便

民服务和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召开干部大会，认真学习贯彻会议
精神。该院党组书记、院长孙新民
强调，要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为切入点，提高法院系统干警
和法官的整体素质；要勤奋工作、
倍加努力、正视现实、无私奉献、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要坚持严字当
头，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
督、从严查处，确保队伍不出问
题；要按照政治过硬、业务过硬、
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
要求，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执
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法
院队伍。

（记者 陈小康 聂敏宁 姜
郑勇 周崇华 崔建民 通讯员
韦伟强 黄 建 汪 军 张慧芳）

广 西

重 庆

四 川

宁 夏

兵 团

本报讯 （记者 罗书臻） 近
日，就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及河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
赔偿申诉监督程序中，如何适用人
身自由赔偿标准的问题，最高人民
法院作出批复。

批复要求，人民法院赔偿委员
会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
法》 第三十条的规定，纠正原生效
的赔偿委员会决定时，如原决定的

错误系漏算部分侵犯人身自由天数
的，应在维持原决定支付的人身自
由赔偿金的同时，就漏算天数按照
重新审查或者直接审查后作出决定
时的上年度国家职工日平均工资标
准，计算相应的人身自由赔偿金。
如原决定的错误系未支持人身自由
赔偿请求的，也应按照重新审查或
者直接审查后作出决定时的上年度
国家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人
身自由赔偿金。

最高法院确定纠正国家赔偿决定后赔偿标准
按上年度国家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吉林、山东、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赔偿

申诉监督程序中如何适用人身自由赔
偿标准问题，经研究，批复如下：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依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三十
条规定纠正原生效的赔偿委员会决
定时，原决定的错误系漏算部分侵
犯人身自由天数的，应在维持原决

定支付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的同时，
就漏算天数按照重新审查或者直接
审查后作出决定时的上年度国家职
工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相应的人身
自由赔偿金；原决定的错误系未支
持人身自由赔偿请求的，按照重新
审查或者直接审查后作出决定时的
上年度国家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计
算人身自由赔偿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赔偿法》 第三十条规定纠正原生效的赔偿委员会
决 定 应 如 何 适 用 人 身 自 由 赔 偿 标 准 问 题 的 批 复

（2014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第1621次会议通过）

法释〔2014〕7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赔偿委员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规定纠正原
生效的赔偿委员会决定应如何适用
人身自由赔偿标准问题的批复》已

于2014年6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第1621次会议通过，现
予公布，自2014年8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4年6月30日

我国首起外国人在华注册公司
开 展 非 法 调 查 案 提 起 公 诉

本报讯 （记者 郭京霞 赵
岩 通讯员 李 洋） 7月11日，作
为北京市西城区政府法定代表人的区
长王少峰坐到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法庭的被告席上，对上诉人提出的质
疑进行一一答复。

当天开庭审理的是一起以西城区
政府为被告的政府信息公开行政上诉
案。记者注意到，王少峰在陈述答辩
意见、质证、辩论和最后陈述环节都
亲自发言。针对上诉人提出的质疑和
意见，王少峰进行了耐心细致地回
应。王少峰表示，政府将进一步督促
和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让群众

“好懂、好用、用好”政府信息公开
渠道。上诉人的律师当庭表示，对区
政府的解释非常满意。

“目前我们正在建设法治国家，有
群众的参与和监督，各方共同努力，一
定会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王少峰
在最后陈述环节对上诉人对信息公开
工作的参与和支持表示感谢。

行政首长出庭，系今年1月北京
高院与市政府法制办共同签署《关于
进一步深化司法与行政互动工作加强
法治政府建设若干意见》以来，推动
全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提升的一
项重要举措。 ⇨⇨下转第四版

确保出庭出声又出力

北京法院强化行政负责人出庭机制

本报讯 （记者 张晓敏 赵 霞）
近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宁夏回族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分别发布了 2013 年度
的行政审判白皮书。

天津白皮书显示，2013年天津法院
共受理各类行政案件2030件，同比增长
31.39%，其中一审案件990 件，同比增长
28.40%。案件主要集中于城建、劳动社
会保障、公安和资源等行政管理领域，涉
及交通、环保的案件增势显著，行政机关
一审败诉案件 46 件，败诉率为 4.51%。
在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和司法建议反馈这
两方面，司法与行政互动情况不容乐

观。今年的白皮书一是在点明情况、
说透问题上做文章。首次采用案例通
报的形式，精选出违法情节显著的 13
个典型案例，从区域、领域、违法类型
三个方面对行政机关败诉情况进行深
入分析。二是更加突出问题导向意
识。改变建议内容大而全的做法，有
针对性地提出今后抓好依法行政工作
迫切需要注意的重点问题。

据宁夏白皮书了解，2013年，宁夏
法院共受理一、二审行政案件546件，
比2012年上升35.6%；审查行政非诉案
件 254件，比 2012年上升 379.25%，审

结 246件。案件主要集中在劳动和社
会保障、土地、公安、拆迁、交通、乡政
府管理等涉及民生保障领域。劳动和
社会保障、乡政府管理、拆迁类的一审
行 政 案 件 败 诉 率 分 别 为 34.78% 、
33.33%、28.57%。白皮书就不断提高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出建议，行政机
关要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意识，进一
步正确处理行政效率与依法行政的关
系，进一步加强基层基础建设，进一步
加强行政复议机关履职尽责能力，进
一步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
作，进一步推进多元纠纷化解机制。

调整编排体例 突出改进建议

天津宁夏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推进依法行政

本报讯 （记者 王书林 通讯
员 潘庆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近日分别与工行、中行、建行、
农行的新疆分行举行签约仪式，设立

“点对点”网络执行查控机制。
该机制中查控平台和司法协助平台

通过网络专线链接，法院与银行以电子
文书形式，集中统一办理执行查控和司
法协助业务，建立集查、控为一体的信
息化执行联动，形成对被执行人银行开

立账户集约查询、冻结及扣划的执行威
慑新模式。“点对点”网络执行查控系
统在签约银行系统上线后，法院依照相
关法律规定，可快捷准确地查找被执行
人在银行开立的账户、余额、资金往来
等情况，提高执行工作效率。“点对
点”网络执行查控机制的建立，有效压
缩了被执行人规避执行、逃避义务的空
间，同时也提高了人民法院执行的效率
和威慑力。

新疆高院银行网络执行查控“点对点”

本报上海 7 月 14 日电 （记者
张先明） 备受境内外关注的摄连咨询
（上海） 有限公司开展非法调查案件近
日有了最新进展。该公司总经理汉弗
莱、法定代表人虞英曾因涉嫌非法获取
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分院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这是在我国提起公诉的首起外
国人在华注册公司开展非法调查案件。

被告人彼特·威廉·汉弗莱 （Pe⁃
ter William Humphrey），男， 1956
年 3 月 生 ， 英 国 籍 ； 虞 英 曾 （Yu
Ying Zeng），女，1953 年 8 月生，美
国籍，汉弗莱之妻。2013年7月，二人
因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上
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被批准
逮捕。2014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将此
案移送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
起诉。

经依法查明，2004 年，汉弗莱、
虞英曾在上海注册成立摄连咨询 （上
海） 有限公司，先后招聘 10 余名员工
开展公司业务。2009年 4月至 2013年 7
月，二人通过摄连咨询（上海）有限公
司接受境内外客户委托，对近千家公司
和大量公民进行所谓“调查”，非法获
取公民的户籍信息、家庭成员背景、房
产车辆信息、出入境记录、通话记录等
以及企业的工商档案等信息资料多达数
百条，并据此制作“调查报告”高价卖
给委托客户，每年获利数百万元人民

币。这些信息资料或是他们以每条 800
至数千元人民币不等的价格非法购买，
或是以跟踪、偷拍、冒充、潜入等手段
获得。其客户主要为在华大型跨国公
司，包括制造业企业、金融机构、律师
事务所及其他机构，涉及美国、德国、
英国、法国、瑞士、日本等 16 个国
家。他们每展开一个调查，都会随机起
一个代号，如“鹅计划”、“马勒计
划”、“黑刺李计划”等。

办理此案的检察官介绍，汉弗莱、
虞英曾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
性都是明知的。2013 年之前，二人向
北京的刘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其后刘
某因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被北京警方
立案侦查。二人在知晓此事的情况下，
转而向上海的蔡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

虞英曾供述，2004 年以来，其公
司受客户委托做过700余个调查，每个
调查收费几万至数十万元人民币不等，
需要购买调查对象个人信息资料的约占
30％。“为了不让员工知道这些贩卖信
息人员的情况，给他们都有英文代号。
从做生意的角度讲，这些都是我们所掌
握的资源，不会让员工接触”。

在上海市某看守所，汉弗莱、虞英曾
接受了记者采访。二人均表示，已经认识
到自己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大量中国公民
及其家庭的合法权益，也严重侵犯了部分
跨国企业和国内企业的合法利益及其员
工的个人隐私。 ⇨⇨下转第二版

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永无“灰色地带”
——聚焦首例在华外国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件

（文见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