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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速递

□ 本报记者 王 俏 文/图

人大代表吉林行：感受“平凡”中的“不平凡”

创新联络工作 主动接受监督

点滴事迹
感染你我

司法公开示范法院巡礼视察影像

“今年以来，人民法院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与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的真诚关心、有
效监督和有力支持是分不开的。”9月 1日，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执行局局长
刘贵祥的致辞，为期一周的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吉林法院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来自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 7个省、市的 13位全国人大代表，分赴长春
市、吉林市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对吉林省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情况展开了全面了解。

代表们参观吉林高院的法官长廊，了解中华历史中的“法官”。

我国建立海洋生态环境质量
通报制度

9月11日，国家海洋局印发《关于
建立海洋生态环境质量通报制度的意
见》，实施面向沿海地方政府的海洋生
态环境质量通报制度。这个意见对通报
制度责任分工、通报内容、跟踪监督及
保障机制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为提高通报信息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通报制度将当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社会公众关注
的热点环境问题纳入其中。一是重点
关注重点海域海洋生态环境质量；二
是重点关注陆源污染排海情况；三是
重点关注沿海开发活动对海洋环境的
影响；四是重点关注涉海环境突发事
件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124家公办养老机构“试
水”四项改革

民政部网站 9 月 11 日发布消息
称，全国省级民政部门已向民政部备
案了124家公办养老机构，作为改革
试点单位。被列入试点单位的公办养

老机构将重点围绕以下一个或几个方
面开展改革：一是明确公办养老机构
的职能定位，优先保障孤老优抚对
象、经济困难的孤寡、失能、高龄等
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充分发挥托底
作用；二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强
化管理服务、提高人员队伍素质、
延伸服务范围、调控养老服务市场
等，增强公办养老机构的服务功
能；三是推行公建民营，鼓励由社
会力量来运营；四是探索转企改
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积极稳妥地
把专门面向社会提供经营性服务的
公办养老机构转制成企业。

■法院贯彻公开
听院长与代表对话

“全省法院坚持司法为民根本
宗旨，着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的关切和期盼。努力让
有理无钱的人打得起官司，努力让
有理有据的人打得赢官司，努力让
打赢官司的人及时实现权益。”视
察吉林法院活动第一天，吉林省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王常松向全国人大
代表们介绍了吉林各级法院的总体
情况。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儋州市
政协主席邓泽永表示，听了王常松
的介绍，对吉林法院系统的工作有
了初步了解，感觉吉林法院认真贯
彻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坚持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等方面，吉林各
级人民法院都做得很好，注重基层
百姓的呼声，真正为他们服务。”

“今年1到8月，全省涉诉信访
总体平稳可控，信访量和排名持续
下降，进京访案件总量比去年同期
下降15%。”王常松介绍道，“我们
将化解旧访与预防新访相结合，紧
紧依靠政治优势化解涉诉信访，同
时加大涉诉信访排查化解力度。”

“吉林法院涉诉信访数量逐步
降低，说明法官做了大量的工
作。” 邓泽永说，“由此可见，吉
林各级法院对队伍建设高度重视。”

“吉林法院坚持‘内强素质、
外树形象’的工作思路，努力建设
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力求提高办案
能力，判案不出错；转变司法作
风，审案不超时；狠抓司法廉洁，
法官不出事。”

王常松特别指出：“2013年吉
林法院共查处违法违纪干警 5人 5
件，创历史最低。今年 1至 8月已
有 6人 5件违纪违法现象发生，多
数系自查中发现问题，已受到处
分。”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副主
任王飞鸿所说：“我们在介绍法院
工作情况的同时，说出我们的困
难，对于问题也不藏着掖着。”

法院的大门，真正向公众敞
开。

■法院司法为民
看志愿者如何服务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
中心，一名律师在法律志愿者服务
窗口内，正在为前来法院的当事人
解答疑惑。这一幕吸引了人大代表
们的目光。代表们了解到，志愿者
服务虽然不是每天都有，但是完全

免费的。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福建省委副主

委戴仲川说：“当事人到法院，对程序
等各种问题不太清楚，法院提供这种贴
心服务，很到位也很有必要。”戴仲川
还提出意见，表示可以让高校学习法律
的学生也参与其中，以扩大资源。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温岭市农业
技术推广站副站长林燚表示，志愿者服
务是非常好的形式，希望回去以后可以
推荐给当地法院。

“他们的老弱病残窗口也很人性
化，积极帮助弱势群体，真正体现了司
法为民。”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东莞
市瑞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曾香
桂注意到了志愿者服务窗口旁边的专为
老弱病残提供司法服务的窗口。

随后，代表们在长春中院旁听了一
起刑事案件的公开庭审。全国人大代
表、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昝圣达在旁听后表示，整个庭审的
感觉就是“实事求是”：“每个环节，被
告人都有发言的机会。现在法院庭审程
序越来越人性化，更加注重被告人的权
力。”

■法院重视基层
叹法官辛勤付出

“人民给我们权力，我们要用好。”
在院长马庆的陪同下，9 月 1 日下午，

人大代表们来到在7月19日才正式挂牌
成立的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

从视频会议室到法警训练基地，全
国人大代表、福建嘉达纺织股份有限公
司培训中心技术工人林欣欣参观后表示
很有感触：“他们硬件很到位，设置规
范、整洁明亮，干警的精神面貌也很
好。”

9月 3日上午，人大代表一行来到
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见证该院
2014年第二批执行款集中发放活动。

作为申请执行人代表，吉林北方铁
合金联营公司的赵晓光发表了自己的感
想。这是一起债券转让纠纷，“案子经
过 10 余年，终于在 8 月 22 日结束。昌
邑法院的法官们往大连跑了很多次，甚
至有法官在手术期间也顾不上休息，现
在终于追回了 47 万元。我们决定拿出
28 万元，捐给一名没钱看病的职工。
在这里深深感谢昌邑法院和法官们。”

“一看那场面，挺激动。”全国人大
代表、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东关街道东
方家园社区党总支书记袁红梅动情地
说：“执行干警的工作很艰难，法院真
正为了百姓，很有作为。”

“昌邑法院作为基层法院，能做到
这种程度，可见在执行上做了大量工
作。法官们需要真正下到一线。”全国
人大代表、广东省佛山市纺织机械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兼生产部部长袁桂彬表

示，解决执行难问题，不单是法
官要努力，社会也要形成氛围，

“社会的诚信体系亟须完善”。
9 月 4 日上午，视察延吉市

人民法院朝阳川法庭后，全国人
大代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社区
（街道） 虹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朱国萍有感而发：“法庭一进门
就很有亲近感，感觉就是家门口
的法庭。庭长也很朴素、真诚。”

朝阳川法庭庭长皮忠话不
多，很憨厚，他向代表们简单介
绍了法庭的特点及情况：“在农
忙季节，我们就会进行巡回审
判，特别是涉农案件，从送达开
始，法官直接下村，而对影响比
较大的案件，开庭时会请附近的
百姓来旁听。”代表们说他是

“生在百姓中”。
“我感到作为基层法庭，朝

阳川法庭和庭长、法官们都得到
了百姓的充分支持和信任。”全
国人大代表、海南省万宁市侨联
常委余永华说，“法官不顾休
息，进行巡回审判，是很辛苦
的。此次吉林行，感受最深的，
就是这些基层法院、法庭真正把
百姓的诉求放在心上。作为全国
人大代表，我们要更多地关心法
官，支持法院，提出更多有益的
意见和建议。”

落实联络工作
为代表监督提供良好平台

“我院始终把与人大代表联络作为
一项重点工作来抓。近年来，分别就民
事审判、执行和新刑诉法实施情况，向人
大作了专题汇报。主动邀请代表、委员
旁听案件审理，列席审判委员会，设立人
大工作联络员，建立人大代表联络办公
室。”

“不断完善接受人大、政协监督的工
作机制，积极配合人大开展专项执法检
查，向人大代表赠阅《人民法院报》和《法
院工作专刊》。主动走访人大代表征求
意见，在部分基层法院开展人大代表担
任人民陪审员试点工作。”

“2014 年至今，办理省人大常委会
和内务司法委员会批转案件23件，办理
全国人大和省人大代表关注案件 47
件。进一步拓展人大代表监督渠道，
2013年全省法院共邀请139名人大代表
列席审判委员会、1065名人大代表视察
庭审听证，办理代表建议316件。”

这三段话分别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图们市人民法院院长张亚坤、延边朝鲜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庾成日、吉
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常松向前来吉
林法院视察的全国人大代表介绍在联络
代表、主动接受监督方面的具体工作情
况。

从高院、中院到基层法院，吉林法院
系统强化落实好代表联络工作，为代表
监督法院提供了有力保障。

提升司法公信
让代表监督成为工作动力

“长期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
监督联络工作，通过多种形式，主动加强
与全国人大代表的联络沟通，及时通报
工作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并认真研
究办理，将接受监督落到实处，有效增进
了全国人大代表对法院工作的了解、理
解与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
职委员、执行局局长刘贵祥介绍说。

刘贵祥指出，特别是周强到任最高
人民法院院长后，更加重视监督联络工
作，要求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拓宽联络
渠道，为全国人大代表深入了解、广泛参
与和有效监督法院工作创造条件、提供
平台、做好服务。

根据周强的要求，去年以来，最高
法院在继续做好代表日常联络工作的
基础上，开创了组织邀请全国人大代
表视察法院工作的活动形式，并在活
动中注意把握三个原则：

首先，结合法院重点工作，突出主
题，有的放矢；第二，邀请代表时注重

“五湖四海”，突出广泛性和代表性；第
三，选择视察法院时，注意地域特征和
样本意义，避免扎堆和重复，力求让代
表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全国法院工作
的总体情况。

刘贵祥表示，以往的视察活动取
得了良好效果。“代表们对这种深入基
层、实地考察的工作方式给予了充分
肯定，表示藉此活动走进法院、走近法
官，真切了解到人民法院、人民法官真

实的工作状况和面临的实际困难。同
时，也对人民司法事业产生了更强的
情感共鸣，有利于代表更好地监督和
支持人民法院工作。”

“各位代表在视察期间了解情况、
沟通交流，对法院工作给予了肯定和
鼓励。但我们也存在不少问题，希望
代表帮助我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不断加强和改进自身工
作。”最高法院办公厅副主任王飞鸿
表示。

刘贵祥强调，下一步，最高法院将
在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探索
完善监督联络工作机制，创新工作形
式，丰富工作内容，让监督联络工作成
为代表依法履职的有效载体，法院工
作进步的强劲动力。

“我叫翟树全，是农安县人民法院
哈拉海法庭的副庭长、审判员。”这是
9月2日，最美基层干部、全国优秀法
官翟树全在长春中院向全国人大代表
们做报告时朴实的开场白。

“当上法官后，面对的案件大多数
是婚姻家庭、债务纠纷、邻里矛盾等一
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就是这些看起
来不起眼的小事，却事关百姓的切身
利益，他们看得很重、很在意。因此，
我经常告诫自己，不能有丝毫马虎，小
事也要当成大事解决。正因如此，我
在处理这些矛盾纠纷时特别谨慎，既
要依法办事解开‘法结’，又要调解优
先解开‘情结’，还要搞好普法宣传解
开‘心结’。”

“我们只有服务人民的责任，绝没
有贪图享乐的权利。我是一名法官，
必须恪守公平正义；我是一名党员干
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这
样做，才能算称职合格。”

在翟树全简单介绍完自己的工作
情况后，农安县哈拉海镇榆树村党支
部副书记崔向彬讲述了与翟树全的共
事经历。长春中院的年轻法官代表、
该院民一庭副庭长陈海彪发言说：“从
翟法官身上学到四个字——‘职业操
守’。”

陈海彪说，他曾有过一段迷茫期，
甚至想过脱下法袍，但就是知道了翟
树全的事迹后，又重新坚定了在审判
一线奋斗的决心。

人大代表们纷纷表示，听了翟树
全的事迹及崔向彬、陈海彪的发言后，
感触颇深，也很荣幸能见到这位政法
战线的楷模。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华日服装有
限公司工会主席朱雪芹表示，为翟树
全刻苦学习的精神和坚定的理想信念
所感动：“特别是在现今社会，这种精
神和信念难能可贵。能深深感受到他
对法官事业的热爱。”

“平凡的工作，做好，就是不平
凡。”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归国华侨
联合会副主席胡翎说，“我发现，从高
院到中院、基层法院，吉林法院的法官
们都很有‘精气神儿’，而翟树全更是
法官队伍中的代表。在实现中国梦过
程中，各行各业都要树立先进典型。”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盐城市政
协副主席蒋婉求则从翟树全身上看到
了法官情、理、性与智的结合，“法官不
能离开法理，要体现法律的精神、智
慧，知道怎么有智慧的对待案件。同
时，注重自身修养和人格魅力，以提高
司法公信力。”她表示，翟树全是真正
的“铁肩担道义”。

“向全国人大代表们汇报我的思
想和工作情况，感到非常紧张。”翟树
全对本报记者说，“我就是最基层的一
名普通法官，没做出什么突出成就，都
是日常的、本职的工作。很珍惜这次
和全国人大代表们接触的机会，这也
能成为我今后工作的动力。”

“能办一件实事儿，比说一百句空
话都强。”虽然在他看来都是不起眼的平
日工作，没什么好宣讲的，但就是他这样
的踏实、认真地对待每一件小事、每一名
当事人，感染了在座的每一个人。

【照片导读】

此次吉林行，全国人大代表们先后
来到长春市、吉林市、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走进高级、中级、基层法院和派出
法庭，通过了解法院文化建设、参观诉
讼服务中心、见证执行等形式，全面了
解了吉林各级人民法院的情况。其间本
报记者全程跟踪，拍下了人大代表们在
视察中的生动瞬间。

朝阳川法庭庭长皮忠向代表们
介绍法庭情况。

代表们纷纷在长春中院诉讼服
务大厅的导诉台翻阅为当事人准备
的便利手册。

邓泽永（右一）、余永华（中）等
代表与净月法院院长马庆（左一）进
行交谈。

蒋婉求代表在净月法院立案庭
认真查看起诉书样本。

胡翎代表（前右一）在吉林中
院发表自己的看法。

延吉市法院院长蔡松男为代
表们讲解该院少年法庭的圆桌审
判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