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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故里续写为民新篇章
——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侧记
本报记者 曾 妍
湖南省宁乡县因孕育了一代伟人
刘少奇而闻名于世，宁乡还是人民司
法的先驱何叔衡、谢觉哉的故乡。在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宁乡
县人民法院传承革命先贤的人民司法
精神，建设便民法庭、升级诉讼服务、
打造阳光执行，将“一切为了群众”落
实到了基层司法的各个环节。

便民法庭让农村司法服务更贴心
“假日法庭能直接立案、就地办
案，连缴费和退费都可以当场办好。
我们这个麻纱（纠纷）3 天就理清了，
不需跑到县城，在家门口就能办成事，
很方便！”近几天，当事人尹大荣逢人
便夸法院。
尹大荣是塅溪村村民。2014 年 5
月 2 日，他因建房遭到主张排水权的
邻居阻工，眼看建房大事被拖延下来，
焦虑的尹大荣来到了宁乡法院黄材人
民法庭。
虽正值五一假期，但黄材法庭的
“假日值庭”制度雷打不动。值庭法官
热情接待了尹大荣。在听取尹大荣的
情况后，值庭法官告知其可以以相邻
纠纷为由提起诉讼，并逐项指导起诉
时需要递交的证据等。案子当天便立
案了。
5 月 4 日，五一假期后第一个工作
日，法庭派出法官到塅溪村对纠纷进
行现场勘查、就地调解。承办法官摆

本报讯 （记者 贺 磊）记者近日
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宁
波法院阳光司法服务平台正式投入运
行。据悉，这是一个综合性、全方位的司
法公开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去年底，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集成
化的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在这一理
念的指引下，我们加大了对阳光司法集
成化功能的建设。
”宁波中院副院长李章
军介绍说。记者了解到，宁波法院阳光

本报通讯员 刘海涛 邓梦曦

事实、明是非，很快促成尹大荣与邻居达
成调解。当天下午，拿到调解书的尹大
荣高兴地通知施工队复工。
“建好人民法庭，便于群众诉讼”宁
乡法院突出“便民”主旨，致力人民法庭
标准化、便民化建设，实施法庭直接立
案、节假日值庭和巡回就地办案等制度，
实现“数字法院”系统延伸到庭，配置
POS 机方便群众就地刷卡缴费退费，开
通法庭远程电子签章系统，实现文书制
作、远程审批、印制签章“立等可取”。
今年以来，宁乡县法院 6 个法庭直
接立案 2476 件，巡回审判 143 次。今年
7 月，该院花明楼人民法庭被评为“全国
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先进集体”。

升级版诉讼服务让群众办事更方便
“多亏你们帮我调取了被告的户
籍证明，原想着还得花几千元请位律
师代办取证，没想到这么快就把案给
立了……”7 月 21 日，王先生在宁乡
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笑脸盈盈地感谢立
案法官。
王先生家住湖北，因一起民间借贷
纠纷到宁乡法院立案起诉。根据自己好
几年前的一次诉讼经历，为证明被起诉
方的身份，他需要到公安部门调取被告
的户籍证明。王先生在宁乡人生地不
熟，他担心调取证明存在困难。
到了宁乡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后，他
经咨询得知，可以申请法院出面调取后

再审查立案。
“宁乡法院不但帮我调取了被告的
身份证明，在立案过程中所需审批的材
料，
都是法官帮我办理妥当的，
就连该复
印、该打印的文档都免费帮我弄好了。”
王先生说，
“不到半天，全部手续就都办
好了。
”
诉讼服务中心是宁乡县法院近年启
动的一项立案窗口升级工程：该院配置
了专职导诉员，为不熟悉诉讼程序的群
众提供咨询服务，
引导群众办事；
推出预
约立案、上门立案、远程立案等举措，为
确有不便的当事人提供便利；配置电子
触摸屏查询系统、诉讼服务电话、诉讼服
务短信平台等，方便群众实时获取案件
办理信息。
今年以来，该院立案庭通过电话预
约立案 97 起，上门立案 18 起。该院立案
庭先后被评为“全国立案信访窗口建设
先进集体”
、全国“巾帼文明岗”
、
“全省法
院立案信访文明窗口”
。

阳光执行让群众维权更放心
外来务工人员小李，2013 年因工伤
事故起诉雇主，
后经法院判决，
小李获赔
6 万余元。在申请执行过程中，热心的
姑父曾经告诉小李：
“这种执行案子，你
要勤找线索、多跑法院、多催法官，否则
很难执行到位。
”
姑父的话让伤后落下残疾的小李犯
了难。去法院催？自己行动不便，连坐

宁波中院开通阳光司法服务平台
司法服务平台集成了审判流程公开、裁
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司法公
开平台，整合链接了中国裁判文书网、浙
法公开网、淘宝拍卖会、全国法院失信被
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等网站内容，是一
个综合性、全方位的阳光司法服务平台。

“通常情况下，律师、诉讼当事人和
社会公众足不出户，就能通过这一平台
查阅大多数司法信息，与法院和法官互
动。”李章军表示，当事人可以通过该平
台办理网上预立案申请、查询案件进展、
预约下载庭审视频、查找裁判文书、交纳

个公交车都不方便上下。
小李正犯愁时，接到了执行法官
的电话：
“您好，您申请执行的案件我
们已经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
请留意被执行人动态，如有情况请随
时拨打 073187809053。
”
20 多天后，小李又接到执行法官
的电话：
“我们今天已组织对被执行人
的车辆持有情况、银行账户进行了查
询，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
产，
请您留意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
随
时告知我们。
”
3 个多月中，这位从未谋面的执
行法官连续 4 次给小李打来电话，将
案件执行的进展、查询被执行财产的
情况一一告诉小李，并详细询问小李
的治疗和生活状况，充分听取了小李
对案件执行的意见。
这是宁乡法院实施“阳光执行沟
通”制度带来的一个积极变化。为充
分满足执行案件申请人的知情权，宁
乡法院规定，执行案件承办法官要在
办案每一阶段主动与申请人联系，告
知执行案件所做的工作及执行进展情
况。
“虽然案子还没有执行到位，
但我
能感到自己的权益一直是被法官放在
心上的。”小李告诉记者，
“我挺放心，
宁乡法院法官们这种无微不至的工作
作风让我觉得温暖和感动。”
今年以来，宁乡县法院共执结案
件 919 件，
执行标的额达 1.53 亿元。

诉讼费、联系法官答疑、参与和围观司法
拍卖、查阅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
近年来，宁波市两级法院阳光司法
水平不断提升，宁波中院和鄞州区人民
法院先后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全国
司法公开示范法院”。而在今年年初中
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司法透明度指数
报告（2013）》中，宁波中院司法透明指数
排名位列全国 49 个城市中级法院第一，
在 81 家法院中排名第二。

【辽宁营口老边区法院】

速裁快结担保物权案
本报讯 近日，辽宁省营口市老
边区人民法院从受理到裁定，仅用 3
天时间，便审结了一起实现担保物权
申请案件，及时有效地维护了申请人
的合法权益。
2012 年 1 月，范某在辖区某银行
办理了房屋抵押手续，申请个人房屋
贷款 300 万元。然而，由于经营不善
等原因，范某不能按时履行还款义
务。近日，银行向老边区法院提出实

现担保物权申请。老边区法院经审
理认为，双方所签订借款担保合同合
法有效，申请符合法律规定，遂裁定
对范某所担保房产准予以拍卖、变卖
等方式变价优先偿还申请人债权。本
案从受理到裁定，仅用 3 天时间。这
是新民诉法实施以来该院审理的第一
起此类案件，也是营口市首例实现担
保物权申请案。
（郑玉霞）

【河南舞阳法院】

巡回办案保农时
本报讯 秋收在即，为保证农民
群众诉讼、农时两不误，
河南省舞阳县
人民法院近日组织 6 辆“巡回法庭车”
奔赴乡村。
据悉，
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中，舞阳法院以“保民生、保稳
定、
促和谐”
为根本，
转变
“坐堂问案”
的
审判方式，
加大了巡回审判和司法调解

的力度。该院在人员、经费、车辆装备
上都给予了充分保障，
实行巡回办案工
作目标责任制，
规定每位审判法官2014
年必须参加巡回法庭审理案件 10 件以
上。据统计，
今年以来，
该院通过巡回
审案、就地调解、现场开庭，办结案件
320 件，
其中调解结案 301 件，
受教育群
众达8500余人。（蔡 强 左新涛）

审判管理一体化机制再发力

长春中院启动案件评查人才库
本报讯 日前，吉林省长春市中
级人民法院举行案件评查人才库启动
仪式，两级法院 56 名审判、执行业务
骨干首批入选评查人才库。同时，新
入选的评查人才以及两级法院审判管
理工作人员共计百余人参加了审判管
理业务培训。
2013 年以来，长春中院推行审判
管理一体化新机制，
建立以常规评查、
重点评查、专项评查和双向评查为内
容的案件质量评查体系，充分发挥案
件评查倒逼司法公正作用。新机制运
行一年以来，长春中院案件上诉率同
比下降 27.9%，案件被发改量同比下
降 34.7%，基层法院上诉案件发回重
审量同比减少 57.9%，个案公正不断
积累，
审判管理效能强劲释放。
为进一步加强案件质量评查工
作，促进审判管理一体化新机制持续
发力，长春中院党组决定在两级法院
选拔业务骨干组建案件评查人才库，

制定下发了《案件评查人才库管理办
法》。经过推荐和选拔，56 名政治可
靠、作风过硬、业绩突出的审判、执行
业务骨干入选案件评查人才库，首批
入选的评查人才中 28 人为硕士以上
学历。入库人才将由中院审判管理办
公 室 统 一 调 配 ，不 定 期 参 与 案 件 评
查。将审判一线的精英法官充实到案
件评查队伍中，有利于增强评查工作
的透明度和参与度；参与评查的法官
通过学习和交流，
业务能力、规范程度
进一步提高，又将这一制度的优势输
回审判实践，从而促进司法公信力提
升。为了让评查人员尽快熟悉评查规
范，中院在启动仪式后组织了审判管
理业务专题培训，围绕裁判文书主要
存在的差错类型以及如何开展常规评
查、庭审评查等方面进行专题辅导。
据悉，入选的案件评查人才将于近期
参加长春市两级法院百件庭审观摩和
千件裁判文书评查活动。（张玉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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