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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加码”公正“提速”
——福建省南平市两级法院司法公开见闻

本报记者 何晓慧 本报通讯员 兰礼源 陈福华

“法院里啥模样？”每次途经福建
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从未与
法院打过交道的李老汉总想走进去看
看。和他有同样想法的左邻右舍还不
在少数。社区书记周瑶试着拨通法院
的联系电话，事情很快有了眉目。第
二天，30余名社区居民饶有兴致地参
加了南平中院组织的“法院开放日”活
动，零距离体验司法……

今年以来，南平市两级法院着眼
打造阳光司法，不断创新平台，拓宽渠
道，持续推进司法公开。公开“加码”，
公正“提速”。1至7月，南平市两级法
院共审结各类案件2.3万余件，同比增
长 5.53%，其中一审服判息诉率达
94.48%，裁判自动履行率96.86%，案件
质效综合指数位居全省首位。

公开彰显力量
7月9日晚，南平市文化广场上人

头攒动。来这里纳凉的市民们注意到
LED大屏上的变化：一批失信“老赖”
们的信息在屏幕上滚动播放，不少市
民从中认出熟悉的面孔。

“集中曝光‘老赖’信息，这将极大
震慑这些失信被执行人，营造失信可
耻的舆论氛围。”南平市政协委员吴接
勇对法院这一做法表示赞赏。今年以
来，南平法院陆续公布失信被执行人
达7044名，力度空前。迫于强大的舆
论压力，先后有 353 名失信被执行人

主动履行债务。
以信息化为杠杆“撬动”司法公

开，这是南平中院今年工作的一个鲜
明特点。全市两级法院将执行信息化
建设列为“一把手”工程，先后投入
300 多万元，建成集被执行人财产司
法查控系统、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公示
系统、12368执行短信平台、执行要情
系统、3G网络执行系统、警车GPS定
位系统为一体的执行信息管理发布系
统，与执行案件基础数据同步对接，实
现执行全程可定格、可留痕、可追溯。

信息化建设使得以往相对封闭的
执行过程变得更加公开透明。一位执
行当事人感慨，“以前到处托人打听案
件进展情况，而现在打个电话、发个短
信，足不出户就能掌握案件办理节点
信息，方便管用。”

今年以来，南平两级法院共执结
案件 6313件，执行到位标的额 21.4亿
元，同比上升18%和73.7%。

公开不惧“围观”
通过微博面向网民同步直播庭

审，组织“开放日”邀请市民“围观”庭
审……今年以来，南平市两级法院突
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将包括庭审活动
在内的审判流程置于聚光灯下“晾
晒”。

今年7月11日，在武夷山监狱内，
一起减刑案件开审。应邀参加旁听庭

审的 11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手一
份庭审评查意见表，对庭审程序、法庭秩
序等情况进行评议。

与此同时，南平中院官方微博同步
进行直播庭审。庭审笔录被制作成 60
多条微博在网上同步发布，点击量达
1123人次。

最终，合议庭认定罪犯周某认罪态
度不好，不符合减刑条件，裁定对其不予
减刑。

参加庭审评查的南平市人大代表游
富华告诉记者：“以前感觉有的减刑假释
案件办理只是走过场。参加完这次庭审
才发现，审理程序严格、公开、透明。这
样的裁定结果让人服气放心。”

公开是最好的服务。南平市两级法
院依托12368短信发送平台、电子显示屏
等信息化手段，主动为当事人提供审判
流程信息，确保当事人第一时间了解案
件审理进展情况。同时，还在政务网站
开设在线咨询，当事人可以随时随地在
线法律咨询、投诉举报、了解诉讼知识。

公开还惠百姓
对于顺昌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邓红而

言，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网上
诉讼服务中心平台，查看有无当事人通
过网络申请立案。

今年 3 月，家住延平区的谢某因家
产继承纠纷欲申请立案。他打听到当地
法院开通了网上诉讼服务中心，便通过

网络提交立案所需材料。
邓红第一时间审查了谢某的诉求，

并告知其要将材料的原件邮寄到法院。
省去往返奔波之苦，谢某庭前准备工作
轻松搞定。

为了让当事人少跑腿、少误工，南平
市两级法院提供网上立案、诉讼指引、法
规查询等服务，尽可能从每一个环节、每
一个细节入手，减少当事人往返法院次
数，节约司法成本，让司法公开惠及更多
当事人。

杨某是个有12年“访龄”的上访户，
每月都要乘车2个多小时从武夷山赶到
南平中院。最近，听闻南平法院开通了
远程视频接访系统，他当即提出预约，并
点名要求南平中院副院长吴敏东接访。

7月16日一大早，杨某来到武夷山法
院，工作人员将他引导到了远程视频接
访室。连线后，杨某如愿与吴敏东“面对
面”通话，表达诉求和想法。临走前，杨
某还不忘通过镜头向吴敏东连声道谢。

自远程视频接访系统启用以来，南
平法院共视频接访当事人70余人，妥善
化解涉诉信访案件20余件，有效地减少
信访群众的负担。

南平中院代院长黄石勇告诉记者，
处在全媒体时代，司法不可能自我封闭、
自说自话。下一段，南平法院将坚持主
动公开、全面公开、常态公开，充分保障
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以此有
力促进司法公信。

本报讯 （记者 陈小康 通讯员
谢春艳）近日，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出实招，破除“六难三案”问题。

该院诉讼服务中心采取“5+1”模
式，下设5个公共服务窗口、一个便民自
助服务区，实现 14项诉讼服务功能，让
当事人“走进一个厅，事情全办清”。在
诉讼服务中心设置诉讼指南二维码，公

众只需“扫一扫”，即可获取相关信息。
开通辖区两级法院门户网站，为公众提
供诉讼指南、案件查询、信访举报等服
务，滚动发布开庭公告、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等信息，为当事人了解、参与、监督司
法提供便捷途径。建立官方微博、微信
公开平台，截至目前，官方微博发布信息
1023条，关注用户30171人，回复各类咨

询 56 次。在微信服务号设置“诉讼服
务、司法公开、了解法院”3大版块，提供
网上立案、案件查询、裁判文书公开等服
务。完善廉政监察常态化工作机制，加
强对立案窗口、庭审作风的督查，同时在
门户网站设置院长邮箱、代表委员联络
平台、举报中心、案件反馈、建言献策五
大监督举报平台，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重庆四中院破除“六难三案”出实招

⇨⇨上接第一版 干警罗昌彦、谢兴宇
正在挨家挨户调查村社内房屋倒塌的
详细数量，忽然听到一阵激烈的争
吵，干警们循声望去，原来是黑污池
社的王氏五兄弟在争吵。王氏五兄弟
的母亲早亡，此次地震导致老父身
亡，在料理完丧事后，老人遗留下的
核桃树、花椒树等经济林木究竟该由
谁来继承引发五个兄弟的争吵。经过
干警和村干部的耐心劝说，五兄弟最

终达成调解协议：兄弟五人均继承父
亲遗留的经济林木，但长年照顾老父
生活起居的两个兄弟适当比其余三个
兄弟多些份额。在干警情理法并重的
说服调解下，五兄弟握手言和，表示
今后要和睦相处。

一天下来，干警们不仅登记完成
512 户危房的情况，还就地调处了多
起家庭纠纷。鲁甸法院院长刘易青表
示，地震发生后，经过前期紧张的生

命救援阶段，目前已转入“生产生活
恢复期”。因地震引发的一些矛盾纠
纷开始显露出来，如遇难者抚慰金受
领问题、遗产继承纠纷等等。一方
面，在院机关留守的 21 名干警全力承
担起了全院的审判执行工作，确保法
院工作正常有序开展；另一方面，刘
易青要求驻扎在震中灾区的 41 名法官
在做好恢复重建工作的同时，就地排
查化解矛盾，及时为老百姓调处纠

纷。
如今，新民村 26 个村社的老百姓

已经实现每户一顶帐篷、每人每月 30
斤大米，温饱问题有了基本保障。经
过半个多月的朝夕相处，当地群众和
干警们已经建立了深厚感情。近期大
雨连绵，山风渐凉，看到干警们仍然
穿着进驻时的单薄短衫瑟瑟发抖，老
乡们主动给干警们送来他们刚刚分到
的衣物，干警们均婉言谢绝。

⇨⇨上接第一版
“百姓找上门来是对我们的信

任，必须认真对待。”王连合说道。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说服教育，双

方激动的情绪终于渐渐平复下来。由
于双方在照顾马大爷是否尽心尽力上
各执一词，王连合建议他们先回去，
马大爷还由卢某继续赡养，由村委会
干部进行考察，一旦出现不履行扶养
协议确定的义务的情况再来诉讼。卢
某表示，法官这样处理合情合法，回
去后一定按照王连合的嘱咐，继续照
顾好马大爷，让村委会和乡亲们也作
个见证。走出法庭大门的继女婿赵某
说：“王庭长办案耐心仔细，这样处理
是为老人着想，也是为我们兄弟姐妹
的感情着想。”

“名人”专干“平凡事”
9 时 12 分 ， 一 位 阳 光 帅 气 的

“大男孩”正在开庭审理一起案子。
“他就是在金海湖地区大名鼎鼎的朱
政法官。”张久新告诉记者，今年32
岁的朱政虽然年龄不大，却有着 4
年的审判经历，在 2013 年共审结民

事案件 327 件，办案数量居全院首
位，且无一超审限、无一错案、无
一发回和上访缠诉。去年，朱政入
选平谷区“做最美北京人”百姓宣
讲团，在辖区内成了名副其实的

“名人”。
10 时，朱政宣布休庭。原告见

事情没有处理结果，情绪变得激动起
来。朱政耐心地解释：“您放心，我
一定查清楚事实，尽快解决，今天下
午就去现场调查。”

走出法庭的原告见到记者采访，
走过来说，以前在电视里就看见过朱
政审案件，没想到今年也来麻烦朱政
了。他感觉朱政办案秉公办事，不怕
累，老百姓说得再多他都能耐心听。

“不管案件审理结果如何，我对朱法
官的工作很满意。”

一天的暑热渐渐褪去，天色也暗
了下来。18 时，忙碌了一天的法官
们，终于可以休息一下。工作在北京
市最早沐浴阳光的法庭里，他们真心
希望通过自己每一天的平凡工作，将
法治的阳光播撒到辖区的每一寸土
地，传递到更多人的心里。

⇨⇨上接第一版 深刻认识到“一分部
署、九分落实”，通过大力推进司法公
开、推行司法便民举措等，努力提高
司法公信力，让群众真切感受到人民
法院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带来的新成
果、新变化。要认真学习即将召开的
党的四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司法体

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

义。要不断强化廉政建设，确保司法
公正廉洁。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为契机，强化自我约束、自

我监督，加大队伍管理和监督力度，
不断提高人民法院、人民法官在群众
心中的正义形象。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葫芦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连山区委相关领导及督导
组成员参加了民主生活会。

（胡 帅）

狠抓工作落实 扎实推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上接第一版 被告人张帆、张立冬、
吕迎春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

今天的庭审在审判长的主持下，就
起诉书指控的事实进行了法庭调查。公
诉人、辩护人分别对被告人张帆、张立
冬、吕迎春、张航、张巧联进行了讯问和
发问，5 名被告人分别进行了陈述。各

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无异议。
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了相关证据，控辩
双方对证据充分发表了质证意见。

在法庭辩论环节，公诉人围绕本案
争议焦点，就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及法律
适用问题发表了公诉意见。被告人张

帆、张立冬、吕迎春、张航、张巧联及其辩
护人充分发表了辩护意见。

法庭辩论结束后，被告人张帆、张立
冬、吕迎春、张航、张巧联进行了最后陈
述。被告人张航、张巧联表示认罪、悔罪。

16时22分，审判长宣布休庭，案件
将择期宣判。

招远邪教徒“麦当劳杀人案”一审开庭

⇨⇨上接第一版
在青海高院举行的座谈会上，周

强听取了青海高院院长董开军的工作
汇报，并与全国人大代表邓晓辉、毕生
忠，全国政协委员王舰、菊红花进行座
谈交流，征求他们对法院工作的意见
建议。周强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对青
海法院工作是充分肯定的，青海法院
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大力加强信
息化建设，深入推进司法公开，扎实开
展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积极运用
法治手段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为平安青海、法治青海建设作
出了重要贡献。

对当前工作，周强强调，全省法院
要紧紧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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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
线，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狠抓
执法办案第一要务，加强司法便民利
民，稳步推进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推
动青海法院工作在新的起点上实现
新发展。

周强强调，要牢牢把握司法为民
的根本宗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多元司法需求。要区别不同
情况，提供有针对性的司法服务，对
于上网比较方便的群众，要多提供网
上服务，开展网上办案；对于上网不
便、交通不便的地方，要把司法服务送
到群众家门口。要积极扩大司法民
主，大力深化司法公开，自觉接受人大
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和社会各界监督，
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表达权、监督权。要狠抓执法办案第
一要务，不断提升审判质效，坚持以事
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遵守审
限，确保公正司法，努力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

周强指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是
实现党长期执政、依法执政的需要，是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
需要，也是破解影响司法公正体制机
制障碍，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
行使审判权的需要。广大干警要统一
思想，提高认识，树立机遇意识、大局
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充分理解
改革，积极参与改革。青海是中央确

定的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等4项改
革的6 个试点省市之一，是试点地区
中唯一的西部省份，希望青海法院高
度重视，加强调研论证，狠抓工作落
实，按照可复制、可推广的要求，进行
制度创新，为全国法院司法体制改革
提供宝贵经验。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加强和完善司法责任制是关键，健全
职业保障是“牛鼻子”，要高度重视发
挥法官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法官积
极性，按照“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
负责”的要求，推进健全完善司法权运
行机制等各项改革。制订具体方案时
要充分考虑青海民族地区、边远地区、
案件增长、双语法官人才短缺等实际
情况，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不
搞一刀切。

周强指出，要扎实深入开展好第
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
展教育实践活动为人民法院加强队伍
建设提供了难得机遇，各级法院要抓
住机遇，趁势而上，大力整治“六难三
案”问题，努力使司法作风有明显转
变，取得老百姓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
成效。要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各
级法院党组要把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记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纪
检部门要落实好监督责任，坚持从严
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以零容忍
的态度和铁的手腕惩治司法腐败，坚
决清除法院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坚定
不移地把人民法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骆惠宁参加调研。骆惠宁代表省
委、省政府感谢最高人民法院对青海
各项工作特别是法院工作的支持，希
望最高人民法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青
海的工作。周强表示，最高人民法院
将进一步加大对青海法院工作的指导
和支持力度，促进青海法院更好地发
挥职能作用，为青海的改革发展稳定
作出新贡献。

调研期间，周强会见了青海省委
副书记、省长郝鹏，省委常委、副省长
王晓。青海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
记张光荣，青海高院院长董开军等参
加调研。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为平安青海法治青海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百姓找上门来是对我们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