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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现在纠错软件都用上
‘瘾’了，文书制作完后，不通过纠错软件
校对总觉得不放心。以前校对文书是件
头疼的事，而且即便经过几遍的人工校
对，裁判文书还是可能出现瑕疵。现在
好了，省事省力省心。”自今年 6月湖南
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引入北
京法意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人民法院
司法文书纠错系统”以来，在该院工作了
20 余年的老法官如此感叹。而一个月
前，面对纠错系统，习惯了人工校对文书
的老法官还将信将疑。

近年来，随着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裁
判文书出现瑕疵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
一份该院2013年度上网裁判文书评查结

果显示，错漏字、标点符号的使用错误情况
在裁判文书错误中出现的频率高达70%，
特别是错字和标点符号出错率大幅提升。

为了进一步加强审判管理，努力提升
裁判文书水平，今年6月，靖州法院在广泛
调研的基础上引进了最新版的裁判文书
纠错系统，通过裁判文书纠错系统对该院
所作的裁判文书进行“体检”，提高裁判文
书准确率，试运行以来，成效显著。

通过纠错系统，可以对文书内容进
行校验，特别是系统可以对文书中的法
理逻辑矛盾、文书内容不符合规范的地

方予以警示，有效降低了裁判文书中低
级错误的发生。此外，该系统还具备对
法律依据的检查功能，可以实现对法条
内容的检查。同时纠错系统还提供自动
排版的功能，有效节约了法官用于排版
的时间。事实上，除此之外，纠错系统还
具备人名分析、拼写检查、文书后附带引
用法律条文的自动生成、文书筛选与合
并、裁判后续文书自动生成等七项功能，
通过对这些功能的灵活运用，在大大提
高了裁判文书准确率的同时，有效节约
了大量的审判资源。

据介绍，经过近两个月的试运行，该
院6月和7月的裁判文书评查结果显示，
裁判文书错误明显减少，特别是错字和
标点符号出错率降低了近90%。人民法
院司法文书纠错系统不仅推动了裁判文
书质量的提升，也为进一步提高司法公
信力奠定了基础。据悉，下阶段，该院将
组织对办案法官开展培训，进一步扩大
人民法院司法文书纠错系统的覆盖面和
利用率。 （廖帅文）

靖州法院用纠错软件给裁判文书“体检”

【陕西合阳县法院】

开法官讲堂 促业务学习

【重庆綦江区法院】

主动约见让执行更“阳光”

本报讯 近日，陕西省合阳县人
民法院开设“法官讲堂”，由该院业务
庭长和审判骨干担任主讲人，结合办
案经历，围绕法学理论、审判实务以及
案件评查、庭审观摩等活动中发现的
疑难问题，为全体法官干警展开讲解。

法官讲堂活动一推出就受到法官
干警的普遍欢迎。每周一法院例会结
束后，法官讲堂便开始就民事案件常

见问题和对策、诉讼档案的立卷与归
档、裁判文书纠错和文书上网等进行
授课交流。法官干警参与积极性很
高，听讲认真，提问积极。王庄法庭法
官闫鹏说：“这种学习形式很好。法官
自己讲，授课内容理论联系实际，有针
对性，通俗易懂，对于我们学习提高帮
助很大。”

（刘争远 张 娟）

本报讯 近日，一件赔偿案件的
执行申请人张某在重庆市綦江区人民
法院执行人员主动向他通报执行情况
后，不但没有抱怨，还对法官不辞辛劳
查找被执行人财产的态度表示赞赏。

该院制定的《申请执行人约见办
法》规定，承办人在收到执行案件后
30日内必须约见申请执行人，主动向
其通报执行案件进展情况，收集被执
行人人身和财产线索，征求申请人对

执行工作的意见并答复疑问；通报被
执行人财产调查情况，告知查封、扣
押、冻结、划拨、评估、拍卖等执行措施
实施情况，说明执行案款分配原则和
方案，解释案件中止、终结的理由
等。

据介绍，申请人约见制度还能倒
逼法官加大执行力度，提高执行效率
和效果。

（杜云发 钟丽君）

【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后旗法院】

举办专题讲座 主动接受监督
本报讯 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

翼后旗人民法院结合正在开展的“转
变执行作风、规范执行行为”专项活
动，扎实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着力解决“四风”问题，
主动接受人大监督。

近日，该院院长王刚应旗人大常
委会邀请举办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专题
讲座，旗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

机关全体干部、苏木乡镇人大主席、
部分人大代表等听取了讲座。

在讲座中，王刚就人民法院执行
工作相关问题进行了讲解，并客观分
析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状况，指出了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同时，与参加讲
座的有关人员共同探讨了如何化解执
行难问题。

（郭 杰）

建狱内数字化法庭 网上公开庭审直播

张家口中院减刑假释案阳光审理

本报讯（记者 姜郑勇 通讯员
魏菊华）近日，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
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工作
实际结合起来，听取群众意见，积极采
取措施，简化诉讼费退费流程，最大程
度方便当事人。

该院立案庭针对自身窗口存在的
退费流程繁琐给当事人造成极大不便
的情况，及时召开了“为民服务怎么办”
专题讨论会，全庭人员在讨论中以方便
群众诉讼、减少群众诉累为目标，经反
复论证，决定减少繁琐、重复程序，将原

来的六个流程精简到两个。今后退费
当事人在立案庭填一张表，由承办案件
的法官填写退费标准并签字，经庭长复
核后，在立案庭就可以领到诉讼费的退
费了。

自改革诉讼退费程序以来，一个
月时间，诉讼服务中心受理诉讼退费
29件，退费金额达39800余元。

“他们现在的退费办法确实好，手
续简单多了，签字的承办法官和庭长
我们都认识，好找人，不跑冤枉路，一
次搞成。”当事人杨眉告诉记者。

本报讯 近日，河北省张家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启用在张家口、涿
鹿、沽源3所监狱建成的狱内数字化
法庭，对7大类减刑案件和全部假释
案件实行公开开庭审理，并通过互联
网进行庭审直播。

今年以来，张家口中院按照中政
委和省高院的要求，着力规范减刑、
假释案件的审理，每个环节都进行阳
光操作，消除社会的疑虑。

该院认真做好裁前公示，对监狱
提请的罪犯减刑、假释建议书，市中
院通过法院门户网、省高院建立的司
法公开平台进行裁前网上公示，并在
狱内公示。截至目前，全市已经公开
减刑、假释建议书450份。

为了确保减刑、假释案件的阳光

操作，张家口中院经过司法部门多方
协调，在全市3所监狱内建成高标准
的数字化法庭，利用监狱信息化网络
视频系统，可把庭审现场画面传输到
设在监舍、监区多功能教育厅、监狱
会见室的视屏上，服刑人员在监舍和
监区多功能教育厅、服刑人员家属在
监狱会见室均可收看到庭审直播。在
庭审中，监管干警和同监罪犯会以个
人身份出庭作证，将证明责任落实到
个人。报请重大立功表现的案件，相
关证人应出庭作证。罪犯有权得知自
己或同监罪犯的减刑、假释情况，有
异议可向执行机关、法院、检察院反
映，对减刑、假释中的违纪违法行为
可检举揭发。

（王海龙）

听意见 找对策 解难题

射洪法院简化退费流程方便当事人

山东省莒县人民法院民二
庭副庭长 王祥滨

第十次调解

联调零缝隙 执行零死角 服务零障碍

建瓯法院“三零”模式拓宽司法为民路
本报记者 詹旋江 本报通讯员 林 芳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以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紧
紧围绕群众需求，以联调零缝隙、执
行零死角、服务零障碍的“三零”模
式，下大力气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问题，拓宽司法为民新路子。
该院今年上半年已结案件2079件，调
撤率达到 86%，一审案件当事人服判
息诉率达92.4%。

联调零缝隙

5月 20日，在建瓯法院与建瓯市
林业局林权中心共同创建的林业多元
调处中心，建瓯市迪口镇苦竹村十几
名村民与相邻的店村终于满意地签订
了调解协议。

建瓯市是福建省面积最大、闽北
地区人口最多的林业大市，也是全国
闻名遐迩的“竹子之乡”。全市现有林
业用地 490.96万亩，境内森林覆盖率
达 80%，林业一直是建瓯市的支柱产
业之一。由于历史原因，证林不符、
证山不符问题在闽北比较常见，近两
年林改山场陆续开始采伐，此类矛盾
随之进入高发期。建瓯市迪口镇苦竹
村十几名村民与店村因交界的帽子窠
30亩林地所有权发生争议，乡政府虽
然多次调解，但苦竹村和店村村民之
间的矛盾仍无法化解。经多元调处中
心工作人员从情、理、法多角度进行
疏导，为当事人答疑解惑，纠纷最后

得到了圆满解决。
建瓯法院积极探索纠纷化解新模

式，将调解工作向诉前和基层延伸,形
成了“无缝对接，全面延伸”的“大
调解”格局。该院利用与建瓯市林业
局林权中心共同创建的林业多元调处
中心这一工作平台，加强与森林公
安、检察院林检科的合作；结合巡回
就地办案、回访考察工作机制，与林
业部门、各乡镇林业站、各乡镇政府
及村委会紧密联系，收集情况，分析
隐患；建立法庭、山场、林业站三级
联调网络，把涉林纠纷解决在始发
地，化解在萌芽期。今年上半年，该
院通过联调零缝隙的模式累计化解纠
纷29起，涉林面积8083亩。

执行零死角

“真不敢相信，我们还能够拿到
被拖欠的工资。孙法官，太谢谢你们
啦。”4 月 16 日，在该院诉讼服务中
心，方女士紧紧握着孙法官的手，抑
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被某贸易有限公
司拖欠工资的方女士等15人终于如愿
以偿地拿到了拖欠款。

2013年 2月，方女士和 14名同事
被告知某贸易有限公司倒闭，老板躲
债“跑路”，他们被欠薪 10 万余元，
其中有几名农民工还是单亲妈妈，生
活困难，拿着法院的判决书却拿不到
钱。于是，他们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

鉴于此，承办法官将张某纳入失
信“黑名单”向社会公布，依托法院

“点对点”网络查控平台及司法查控系
统，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全面细致
的调查，通过执行信息查控中心对该
企业的银行存款实施动态监控。查到
该公司还有部分货款在之前的供货超
市未转出，该院果断予以扣留并通过
上门沟通协调及与行政、金融部门横
向协作，把这笔货款作为执行款发放
给被欠薪员工。至此，该企业员工拿
到了拖欠工资，这件难啃的“骨头
案”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据介绍，该院为解决执行难问
题，建成信息化执行指挥中心，狠
抓“点对点”网络查控机制、公布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逐步实现执法
行为全程留痕及现场远程指挥，使
执行工作更加阳光、透明、高效，
赢得公信。

服务零障碍

5月6日一大早，建瓯市小松镇法
官工作室大门刚打开，几名群众就急
匆匆地跑进来，情绪激动地跟法官说
着自己的诉求。值班法官让他们先稳
定下情绪，慢慢说，把表格填一下。

“我们这地方的人法律意识比较
淡薄，不太懂，有了这个法官工作
室，特别方便我们去咨询。”黄小春是
建瓯市小松镇小松村村民，他说，村

里难免会发生一些矛盾和纠纷，现在
想解决矛盾，法官就在家门口。

让法官主动入驻矛盾集中地，贴
近基层化解矛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是法院关注民生、创新治理的
一大举措。法官工作室采取提前介
入、就地解决、诉前调解等灵活方
式，可以快速、有效、妥善的将大量
纠纷化解掉，既便民利民，减少当事
人讼累，又公正高效，节省大量司法
资源。

据悉，该院推出的“一社区一法
官”、“一村一法官”将传统的“坐堂
办案”变为能动的“设堂问案”， 规
定法官每月驻村时间不得少于 5 天，
到村开展工作不得少于30小时，直接
将法庭司法服务触角延伸至群众身
边。同时，他们印制了宣传册和便民
联系卡，并建立法官便民邮箱，公开
便民服务电话以及工作台账记录簿。
除每月常规的现场咨询接待以外，还
通过巡回审判、诉调对接、协助化解
信访、法官热线等工作制度，实现多
层面、全方位、多渠道化解社会矛盾
纠纷。

为了确保该项工作不流于形式，
该院还建立专项机制，对法官驻社区
驻村庄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
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今年以来，法
官工作室共审结各类案件53件，得到
了群众好评。

““法行基层法行基层””好新闻竞赛好新闻竞赛

近日，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雁栖
法庭庭长孙吉旭积极开展判后答疑，认
真解答当事人对于判决书的疑惑。当事
人当场表示放弃上诉，并对答疑法官表
达感谢。

该案是一起赡养费纠纷案件。原告
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起诉三个子女
要求给付赡养费。一审判决认定原告系
政府公职退休人员，每月有稳定的经济
来源，不符合生活困难情形，因此没有
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赡养费的诉讼请
求。原告不服一审判决，要求上诉。

针对当事人的疑问，孙吉旭对当事
人立即进行现场答疑。答疑中，针对怀
柔区生活标准的相关规定，孙吉旭进行
了细致解答；同时对于当事人庭审中未
提出现在又提到的医疗费用问题，孙吉
旭告知当事人还有另行起诉的权利。

答疑后，当事人明确表示“你都说
得这么清楚了，我就不上诉了。”

图为孙吉旭正在为当事人答疑。
李 康 王君凤 摄

“这大热天的让你们跑前跑后，
帮我们调解矛盾，我再不让步，就辜
负了你们的一片心了，我同意调
解！”不等我们进门，穆老汉忙走出
来笑意盈盈地说，“快到屋里来凉快
一下。”说着，把我们迎到屋里。

这事还得从去年说起，穆老汉和
邻居王老汉是东西邻居，在两家的西
南方有一道自然形成的水塘，其房前
胡同是一条由东向西的自然流水通
道。就在去年的5月份，王老汉重修
门前流水通道将其堵塞，水流不通时
常溢出，淤积在邻居穆老汉家的房屋
周围。夏天雨量大时，积水很深，这
样一来，给穆老汉一家生活、出行造
成很大的困扰。因为这事，老穆前前
后后找了老王十几趟，可老王既不疏
通也不理会。就这么一来二去，昔日
的睦邻反目成仇，忍无可忍的老穆一
纸诉状将老王告上了法庭。

年近七旬的老穆满含怨气地坐在
法庭办公室里，气咻咻地对我说着这
一年多来他所受的委屈，“你说说，
好端端的邻居怎么能这样，我一直忍
让着怕闹僵了，可到头来，他竟这样
对待我，太可气了！对这件事你们一
定要重判，别轻饶了他……”送走了
余怒未消的老穆，我坐在办公桌前沉

思着：两位老人家年事已高，且是多
年的老邻居，不能简单地一判了之，
如果轻易下判，容易激化矛盾，使得
邻里关系更加恶化，以后更不好相
处，还是得先上门调解。

第一次去做调解工作，我打听着
分别到了两位老人家里，受尽委屈的
穆老汉怄着气坚决不同意调解，非得
理出个胜负。而王老汉更是不服软，
认为修自家门前通道没有过错，凭什
么去给别人认错。情绪激动的两位老
人根本没有谈和的意思，看着两位老
人的态度如此强硬，丝毫没有回转的
余地，我只能作罢，再考虑下步打
算。

第二次的情形还是不太乐观，听
了我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解，强硬的穆
老汉口气稍稍有些松动：“远亲不如
近邻，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抬头不
见低头见的，老是这样互相掐着，让
村里人笑话……”王老汉一言不发，
沉思着，难得两位老人被我拉着坐到

了一起。
第三次、第四次……终于在打算

去进行第十次调解的时候，两位老人
也许是被我“十入其门”的耐心和诚意
所打动，异口同声地表示为对方做出
让步。“法院对我们两家的事确实挺重
视的，王法官前前后后来了不下 10
次，光是他们庭长，就来了3次！”态度
一直强硬的王老汉也被我这锲而不舍
的精神感化了，他终于决定疏通排水
沟，重修门前水道，和穆老汉重归于
好。他们从敌对怨恨到相互沟通，再
到互相谅解，我和同事们历经了前后
10 次上门调解，多达 20 次的调解工
作，两位老汉最终化干戈为玉帛，这场
老邻积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事后我想：法官不仅仅是坐在审
判席上威严的司法者，也要给当事人
解疑释惑，指点迷津，打开心结，纠
正方向，定分止争，这样才能更好地
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河南省杞县人民法院加大对涉农案件的审理和执行力度，以司法手段保障
农村地区和谐稳定，取得显著效果。今年以来，该院共审结各类涉及“三农”
方面的案件113起，执结71件，执结标的额170万元，有力促进了农村的和谐稳
定。

图为7月31日，杞县法院平城法庭法官在对一起涉农案件当事人老田做调解工
作。 李 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