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发代号：1-174 总第6129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2014年10月 日 星期三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94

PEOPLE`S COURT DAILY http://www.rmfyb.com
22

“司法外交”：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司法形象
本报记者 骆惠华

2014 年 8 月 27 日，位于北京东交
民巷的最高人民法院迎来了一批特殊客
人——来自 16个国家驻华使领馆的 25
名使节。

旁听庭审、参观座谈……一天下来，
他们既惊讶又兴奋。“像今天这样的面向
外交人员的开放活动，可以提升中国的
司法公信力，对世界了解中国的司法制
度也很有帮助。”乌拉圭大使评价道。

这是最高法院首次举办的专门面向
外国驻华使节的开放活动，也是十八大
以来人民法院对外司法交流合作举措频
频的一个缩影。

“大门敞开了就不会关上”

2014 年 6 月 10 日，最高法院民一
庭庭长张勇健亮相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
频道《对话》节目，用英语介绍了中国
法院的工作情况。

节目的播出在国内特别是法律界引
起了强烈反响，也让世界为之眼前一亮。

一段时间以来，最高法院进一步加
强外宣工作，和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
道、中国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媒
体加强合作，强化提前策划，丰富报道

形式，力争全方位地向各语种国际受众
展示人民法院的工作情况。

“最高法院的新闻发布工作直面国
际社会的重大关切、直面中国社会的重
大关注，给国际社会一颗中国社会将进
一步推进司法公正的定心丸。”外交部
新闻发言人洪磊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与此同时，2013 年以来，最高法
院还发布了英文版《人民法院工作年度
报告》 (白皮书)，开新中国64年司法史
先河；首次推出展示法院重点工作的立
体画册 《公平正义——人民法院·
2013》，并将其翻译成英文版，介绍给
国外公众；发布 《2010—2013 年人民
法院维护消费者权益状况》白皮书英文
版，首次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消费者
权益保护状况……

“对于希望了解中国审判机关，特
别是最高审判机关工作运转情况的中外
人士来说，大门敞开了就不会关上。”
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如此表示。

“司法外交”打出组合拳

开会议、办论坛，走出去、请进
来，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打出一系列

组合拳，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在多边
司法舞台上向世界传播中国法官声
音，展现中国法治形象，不断提升中
国在国际司法领域的影响力。

2014 年 9 月 4 日至 6 日，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周强率团赴哈萨克斯坦出
席了第九次上合组织院长会，就如何
合力打击三股势力、共同应对跨国犯
罪等，与相关各方进行了深入交流，
达成了广泛共识，并签署了《第九次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
议联合声明》。

2014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中
国-东盟大法官论坛在广西南宁举
办。论坛对多项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
交流和磋商，通过了《南宁声明》。

据了解，2012 年至今，最高法院
组团出访217批684人次，出席了上合
组织院长会、亚太首席大法官会议、国
际最高行政法院协会理事会、国际女
法官协会年会等重要多边国际会议；
地方各级法院共组团出访331批3578
人次；受最高法院邀请，先后有 14 位
外国首席大法官、大法官或最高法院
院长、副院长来华访问，接待与司法有
关的团组205批1775人次。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孔庆江认为，
“作为一个崛起大国，展开法律外
交，发挥中国法律界在国际社会的影
响，为国际法治作出应有的贡献，离
不开法院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司法协助服务总体外交

2013年 5月 2日，首部国际司法
协助司法解释《关于依据国际公约和
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办理民商事案件司
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司法协助请求
的规定》正式生效。

数字显示，现在全国法院办理国
际民事司法文书送达的数量每年达
3000 余件；我国已与 56 个国家签订
了95项司法协助条约、协定。

司法交往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
组成部分。据介绍，多年来最高法院
先后参与了民事司法协助条约、刑事
司法协助条约、引渡条约、移管被判
刑人条约等的谈判、起草和审查工
作。“在相关工作中，最高法院立足
职能，力保所签条约、协定既符合国
内法的规定，符合我国利益，又兼顾
外方利益，展现了良好司法形象。”
最高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乘开放长风，得法治泽润。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在隆重召开，在大
会精神的指引下，秉持“为审判执行工
作服务，为国家总体外交服务，为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之宗旨，人民法院
对外交流合作之路将越走越宽广！

本报讯 （记者 姚晨奕 通讯员 胡佳佳 王
义善）“要没有便民诉讼服务点的调解员，我们兄
弟间的矛盾就不可能这么快这么好地化解，调解员
真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10月19日，记者在江西
省安福县瓜畲乡赤岭村采访时，村民邓小勇向记者
道出心声。邓小勇兄弟间纠纷的快速化解，得益于
近几年来安福县人民法院大力推行的便民诉讼服务
工作机制。

安福是个农业大县，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
且相当一部分农民住在边远乡村。如何更好地为这
些农民，特别是在边远地区的农民提供更优质的司
法服务，一直是安福法院党组努力想解决的问题。

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2011年安福法院建立了
“3+19+271”的便民诉讼服务工作机制，即依托 3个
派出法庭，在全县 19 个乡镇和 271 个行政村（居委
会）中，分别设立便民诉讼服务站和便民诉讼服务
点。每个便民诉讼服务站、点，该院都有法官作为司
法服务员，同时还在当地的村干部或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中聘请一名司法联络员。司法服务员每周都要
到其所在的站、点开展法律咨询、调处纠纷等工作，
并借助司法联络员熟悉当地方言、风俗和社情民意
的优势，加大纠纷的调解力度，确保情况在一线掌
握、问题在一线解决、矛盾在一线化解。

记者走进严田镇山背村的便民诉讼服务点，墙
上“遇方便时行方便，得饶人处且饶人”几个字格外
醒目，“便民诉讼服务点工作职责”、“便民诉讼服务
流程图”等制度有序地挂着，桌子上摆放着《诉讼服
务指南》和写有法官联系方式的便民联系卡等。“农
村中的纠纷，80%以上就是在便民诉讼服务点里化
解的。”严山人民法庭庭长王雷向记者介绍。

邓小勇讲述了他亲历的一件事：今年2月，邓
小勇拔掉了弟弟邓小华种在自己开垦荒地上的树苗
后，两兄弟发生激烈争吵。邓小华用刀划伤了邓小
勇的手指，邓小勇一气之下要与邓小华拼命。纠纷
发生之时，村里的司法联络员邓洪涛第一时间就得
到消息，并和法庭的法官赶赴现场。邓洪涛和法官
从情理、法理入手，多方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
作，促使两兄弟当场达成了和解协议，最后两兄弟
又握手言和。

“我们和村民彼此都非常熟悉，因此，村里谁
家有矛盾、有纠纷，我们一下子就可以知道。在调
解纠纷时，我们能做到哪里痒就挠哪里。法官有时
磨破了嘴皮子，都顶不上我们说上一句话。”有多
年调解经验的邓洪涛不无自豪地告诉记者。

安福法院推行的便民诉讼服务工作机制，给该
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效。近3年来，该院3个法庭
共审结了2497件民商事案件，占全院民商案件总数
的53.6%，司法联络员上门为村民立案、调解和提供
法律咨询等服务 2000余件（次），方便了老百姓，化
解了矛盾纠纷，普及了法律知识。“延伸到村民家门
口的便民诉讼服务机制，挑起了全县纠纷化解的‘大
梁’，同时也成了我们与村民沟通的‘连心桥’，现已
日渐显露了它的重要性！”安福法院院长龙裕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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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21日讯 （记者 罗
书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
气例会，公布了7起利用网络实施侵害
妇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的典型案例
（案例见三版）。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
局长、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刑一庭副庭
长颜茂昆以及刑一庭法官冉容出席并介
绍有关情况。

据介绍，这些案例在现实生活中都
是普通的刑事犯罪案件，但是通过网络
途径实施，具有特别的典型意义和警示
意义。孙军工表示，在通过网络进行社

交活动、开展经济往来时，一定要有依
法参与网络行为的法治意识，更要增强
依法保护自身权益的防范意识。

据了解，在这7起案例中，重点是
利用网络实施侵犯妇女和未成年人的犯
罪，主要包括侵财型犯罪、性侵型犯罪
和暴力型犯罪。颜茂昆介绍说，近年
来，利用网络尤其是QQ、微信等社交
聊天工具实施犯罪的案件呈增长趋势，
且暴力犯罪占有很大的比例，受害者大
多是沉溺于网络交友等活动的年轻人包
括未成年人。除了人民法院依法打击网

络犯罪、保护网民权益之外，他希望
广大网民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对网络
不良和犯罪行为的辨识能力，谨慎交
友，以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回答记者有关今年以来女大学
生失联受害案件多发，女性应该如何
保护自己的问题时，冉容介绍了有关
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在外出和网络交
友过程中的自我保护方法。

记者还了解到，维护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特别是维护网民的合法权益，一
直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任

务。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有关
部门制定发布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
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今年10月9日，最高人
民法院又制定发布了《关于审理利用信
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从刑事和民
事两个方面，为规范网民的网络言行提
供了有力的法律规制。今天公布的典
型案例，进一步彰显人民法院坚定维护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网络环境清朗
安宁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本报讯 （记者 罗书臻） 为了保
障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正确适用保险
法，统一裁判尺度，近日，最高人民法
院起草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征
求意见稿），就保险法保险合同章人身
保险部分进行解释。

为进一步完善该司法解释，使其更
加符合立法原意，更好地保护保险合同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决定
将该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全文（全文见

最高人民法院官网www.court.gov.cn和
中国法院网 www.chinacourt.org） 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社会各界人士踊
跃提出宝贵意见。具体的修改意见反馈
可采取书面寄送或者电子邮件的方式，
并请在提出建议时说明具体理由。书面
意见可寄往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 27
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第二
合议庭，邮编 100745；电子邮件请发
送至邮箱 renmin312@163.com，截止日
期为2014年11月30日。

本报讯 （记者 罗书臻） 近日，
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工商总局联合下发
了《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
执行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
知共 19 条，对业务信息对接、网络执
行查控以及股权收益冻结等事项提出了
具体要求和操作办法。

《通知》要求，各级法院与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要积极创造条件，通过网络
专线、电子政务平台等媒介, 将双方业
务信息系统进行对接, 建立网络执行查
控系统，并逐步实现人民法院通过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自行公示相关信
息。法院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建立
被执行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刑事
犯罪人员等信息交换机制，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可以将其作为加强市场信用
监管的信息来源。

《通知》指出，人民法院要求协
助执行的事项，包括查询有关主体的
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对冻结、解
除冻结被执行人股权进行公示，因人
民法院强制转让被执行人股权而办理
股东变更登记等，属于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的法定职权范围。
《通知》要求，人民法院冻结股

权、其他投资权益时，应当向被执行
人及其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所在市场
主体送达冻结裁定，并要求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协助公示。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应当在收到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通
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冻结
股权、其他投资权益的期限不得超过
两年，申请人申请续行冻结的，续冻
期限不得超过一年，但没有次数限
制。 ⇨⇨下转第四版

最高法院和工商总局联合下发通知

加强信息合作 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就保险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

最高法院公布利用网络侵害妇女未成年人犯罪案例
利用QQ、微信等社交聊天工具实施犯罪案件呈增长趋势

本报郑州10月 21日电 （记者
冀天福 通讯员 朱 虹）记者今天从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今年前三季度河南三级法院共
受理职务犯罪案件 2499件 3791人，判
决 1274件 1884人。其中，受理厅级以
上干部职务犯罪 31件 31人，同比上升
64%；判处厅级以上干部职务犯罪21件
21人，同比上升 110%；受理处级干部
职务犯罪 106 件 113 人，同比上升 36%；
判处处级干部职务犯罪 80件 84人，同
比上升12%。

据介绍，河南法院在审理职务犯
罪案件中，严格依法办案，对被告人
量刑，既考虑犯罪数额大小，又根据

犯罪动机、手段、损失、社会影响、
退赃等情节，兼顾从轻情节和从重情
节、有形损失和无形损失，综合裁量
刑罚。同时，坚持严格规范缓、免刑
适用，从严把握贪贿案件缓、免刑的
适用条件。此外，为避免出现被判非
监 禁 刑 的 职 务 犯 罪 分 子 “ 带 病 任
职”、“带病提拔”等现象，河南高院
专门下发 《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裁判
文书送达工作的暂行规定》，要求全
省各级法院在职务犯罪案件生效裁判
作出后，要及时向被告人所在地的纪
检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司法行
政部门、基层街道办事处或村委会送
达裁判文书。

本报北京10月 21日讯 （记者
郭京霞 赵 岩 通讯员 王 炜）
今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
集中整治“三案”问题的工作意见》，明
确列出“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整治
工作时间表和任务书，要求全市法院
坚持实效标准，加强监督，严字当头，
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满
意度。

据介绍，从即日起至明年6月，北
京市法院将分三个阶段进一步深入推
进整治工作。一是通过召开动员会、
民主生活会、开展专题宣讲以及不定
期开展“三案”相关问题测试等方式，
打牢思想基础。二是全面梳理涉“三

案”问题制度规定，建章立制，围绕“三
案”易发多发的职责岗位、权力边界、
工作环节等制定具体规定。三是通过
组织司法巡查、审务督察、专项检查、
案件评查，对各法院“三案”整治工作
进行阶段性检查验收，认真查处、严肃
问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北京高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严格
落实对全市法院违纪违法举报及线索
的统一管理，整合案件评查、申诉信访、
投诉举报核查等监督资源，形成监督合
力。对有案不查、瞒案不报的单位和部
门，一经发现，将严肃追究相关领导责
任；对严重渎职失职行为，移送司法程
序处理，切实起到警示和威慑作用。

河南法院依法严惩职务犯罪

北京高院明确整治“三案”时间表浙江省海宁市的丁某一家因不服土地行政管理处罚而将海宁市国土资源局告上
了海宁市人民法院，向法院请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依法撤销该行政行为并给予相
应赔偿。10月21日上午，海宁法院以案说法，将这起行政案件的庭审现场搬到了
涉案土地所在地海宁市马桥街道先锋村村委会，村民闻讯纷纷前来旁听。图为庭审
现场。 何素静 摄

（文见四版）

本报讯 （记者 李忠好 通讯
员 周瑞平） 近日，安徽省高级人民
法院发布《2013年安徽法院行政案件
司法审查报告》。安徽省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徐立全，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詹夏来，副省长方春明阅读这份报告
后分别批示肯定该报告，并要求有关
部门认真研究行政机关在执法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高防范和化解
行政争议能力，促进法治政府建设。

《报告》对 2013 年安徽全省法院
行政案件审理情况、行政执法取得的

成绩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
和分析，并就当前形势下如何进一步
提高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能力，促进
法治政府建设提出了六点建议：进一
步加强行政立法，统一执法司法标准；
进一步规范行政决策，预防和减少行
政争议；进一步落实政务公开，着力打
造透明政府；进一步强化程序意识，坚
持程序与实体并重；进一步提高应诉
能力，加大绩效考核中涉诉因素的比
重；进一步深化行政与司法良性互动，
合力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

安徽发布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

今
日
导
读

小法庭的为民情怀
——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法院金陵法庭一天工作见闻

六点建议促进法治政府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