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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之上不容虚妄
——广州从化法院推行诚信诉讼宣誓严防虚假诉讼
颜 丽 李寒冰 周
为严厉打击诉讼欺诈行为，更好
地维护司法权威，构建司法诚信体系，
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从
2012 年 9 月开始，以吕田、良口等基层
法庭为试点，于 2013 年 12 月开始在全
院范围内全面推行当事人庭上诚信诉
讼宣誓制度。至今，该院已有 427 件
案件适用该项制度，774 名当事人在
《诚信诉讼承诺书》上郑重签字承诺，
面向国徽宣誓，保证诚信诉讼。

进入法庭
一言一行必须诚信
“儿子没了，他伤心，难道我不
伤心吗？但日子也得过啊。他这样对
家里不管不问，还打我，这让我怎么
活？”
原告杨世芳与被告白维球原本美
满的生活被一场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
而打破。事故中，儿子去世了，白维
球从此意志消沉，工作消极，逐渐忽
略了对杨世芳及家庭的照顾。杨世芳
无法忍受失子之痛以及丈夫的冷落甚
至暴力，起诉离婚。
在得知妻子起诉离婚后，白维球
向法院邮寄了答辩状，否认自己对妻
子实施家庭暴力。
开庭当天，原告和被告来到从化

法院吕田法庭，承办法官要求他们先宣
读 《诚信诉讼承诺书》。
“本人向法庭郑重承诺诚信参加民
事诉讼，对于我提供的材料及讲述的事
实均为对案件客观、真实的反映，决不
隐瞒，决不弄虚作假……”在宣誓的时
候，承办法官也是吕田法庭庭长江志辉
注意到，被告白维球的面色逐渐凝重，
仿佛在思考着什么，“如有民事诉讼欺
诈行为的，自愿承担法律责任，接受法
律制裁。
”
“读最后一句的时候，他的声音没
有一开始大了，宣誓完了还咬了咬嘴
唇，那时我就觉得他在庭上可能有什么
不一样的说法。
”江志辉说。
果不其然，在后来的庭审中，被告
一改书面答辩的内容，承认动手打过原
告的事实：“我和她是有些争执，也动
手了，但是应该到不了家庭暴力的程度
吧。”白维球低声说道，
“不过无论怎么
说，都是我不对，我不该那么对她的。”
被告发自内心的悔意和诚实的回答
得到了原告的原谅，
原告随即当庭撤诉。

建章立制
且行且试循序推进
“在法院工作中，我们发现一些当
事人出于某些利益因素，会在法庭上说

超

假话，这不仅侵害了其他人的权利，还
影响了诉讼正常进行，破坏了人民法院
的审判秩序。为此，我们专门设计了当
事人庭上诚信诉讼宣誓制度。”从化法
院院长姜耀庭说。
经过前期充分的调研论证后，从化
法院制定了 《关于开展当事人庭上诚信
诉讼宣誓的意见》，确立了包括公示告
知、送达释明、庭上宣誓、责任追究的
基本框架。
“首先我们通过法院电子屏、宣传
栏以及在立案大厅和法庭显要位置公开
相关文件和案例，向每位进入立案大厅
和法庭的当事人或群众进行诉讼欺诈行
为的预警告知。”该院立案庭庭长宋小
丹介绍道，“立案以后，向当事人及其
代理人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时，我们还会
附带送达 《诚信诉讼告知书》 一份，并
由送达人或发放人员向其进行解释说
明。
”
“开庭审理时，要求每位当事人或
其他诉讼参与人在法庭调查阶段之前，
举行诚信诉讼宣誓。该宣誓仪式属于该
制度的核心内容。
”江志辉说，“在整个
诉讼过程中，如果发现当事人或其他诉
讼参与人存在诉讼欺诈行为，将立即根
据情节轻重对其予以罚款、拘留，构成
犯罪的，还将依法移送相关司法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
”

“诚信诉讼宣誓制度不仅有新
意，而且对恶意诉讼者是一种提醒和
警示，这种做法非常好！”参加庭审
观摩的从化区人大代表认为。该院专
门邀请人大代表观摩见证原告李某等
103 人诉被告广州市某食品发展有限
公司、第三人从化鳌头镇某村民委员
会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庭上宣誓
机制的实施情况。
“该制度是基层法院先行先试的
先进经验，值得推广！”有学者在对
该院的庭上诚信诉讼宣誓制度专门调
研完毕后由衷赞道。
据统计，近两年来，从化法院滥
诉、恶意诉讼明显减少，同比下降
48%；缠诉、拖延诉讼明显减少，同
比下降 76%；伪造、变造虚假诉讼材
料的情况没有发生。
“我们推行的庭上诚信诉讼宣誓
制度，就是要通过宣誓行为，不仅让
当事人清醒地认识到虚假诉讼所要承
担的法律责任，更要让其从道德和良
知上接受一次洗礼，意识到进入庄严
法庭必须诚信。
”姜耀庭如是说，“法
官作为公平正义的守护者，敦促当事
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诚信诉讼，不仅
是我们的权利更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同时也是诚信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
”

日前，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为充分发挥执行指挥中心工作职能，
突出破解
全省法院执行难问题，
积极协调省委政法委牵头，
在该院召开了全省执行改革联
席座谈会。此次会议，以信息化执行为抓手，同省直 26 家联席成员单位签订执
行联席备忘录。黑龙江高院与各成员单位之间在信息共享、
惩戒联动、
执行联动
等方面进一步达成了共识，
统一了思想，
为构建全省上下一体、
内外联动、
规范高
效、
反应快捷的执行指挥体系奠定了基础。
高晶国 战 军 摄

【吉林长春中院】

“司法大讲堂”
邀名师解读依法治国
本报讯 (记者 张玉卓)11 月 24
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
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 （扩大） 会议，
邀请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研部思想政治教研室主任、法学博
士、博士生导师宋福范教授，就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专题辅导。全
市两级法院 1200 余名干警通过视频
会议形式集中参加学习。据悉，这是
长春中院“司法大讲堂”系列活动开

堂第一课。
为全面提升法官队伍的思想政治
水平、审判业务能力和纪律作风素
养，长春中院在全市两级法院组织开
展“司法大讲堂”活动，设立名师讲
堂、法官讲堂、庭审课堂、社会课堂
和书香法院等五项载体。开堂第一课
确立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
辅导，旨在掀起全市两级法院学习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热潮。

【辽宁鞍山铁西区法院】
本报讯 （记者 王书林 通讯员
孟亚东）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紧紧
围绕廉洁司法，转变监督理念，畅通当事
人监督渠道，
将廉政风险防控融入执法办
案各个环节。8 月中旬以来，
在向当事人
送达法律文书的同时，
坚持随案发放廉政
监督卡，
让当事人诉讼全程给办案人员打
分，
主动接受监督。
廉政监督卡明确列出包括办案人员
徇私舞弊、徇情枉法，办关系案、人情案、
金钱案，
以及玩忽职守导致案件当事人合
法权益遭受损失等 18 种违规违纪违法办

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院坚持随案发放廉政监督卡

当事人诉讼全程给法官打分
案情况，对于随意更改开庭时间、开庭不
准时、酒后出庭，
以及庭上抽烟、聊天、打
瞌睡、
接打电话、
随意离庭、
做与庭审无关
事情等庭审作风问题也作为监督内容，
一
并载入廉政监督卡。一案一卡，随案发
放，请案件当事人提出廉政监督意见，
主
动接受群众对审判、
执行活动的监督。根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廉
政监督方面的要求，
廉政监督卡还注明了
举报受理电话和举报受理电子邮箱，
案件
当事人、参与人、律师以及社会公众都能
随时举报办案人员办案不廉等问题。
据悉，
推行廉政监督卡制度以来，
该
院积极开展廉政回访，重点对社会关注

案件、当事人反映存在违反廉洁自律规
定案件进行回访，
落实廉政监督情况，
主
动征求对人民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推进公正廉洁司法。针对权力运行的
“关节点”、问题易发的“风险点”和容易
忽视的“薄弱点”，通过随案发放廉政监
督卡和案后回访，
坚持事前预防、事中监
控和事后惩治，
确保审判权、执行权正确
行使。同时，采取自我检查、当事人监
督、社会评议等方式，定期对廉政风险
防控成效进行检查评估，确保廉政风险
防控机制建设取得实效。

“假日便民法庭”广受赞誉
本报讯 今年8月起，
辽宁省鞍山
市铁西区人民法院针对打工一族、
经商
人员等在工作日参加诉讼不便的情况，
成立了“假日便民法庭”。法官可应当
事人书面申请，
在征得全案当事人同意
后，
于周六或周日开庭或调解。同时，
该院还于周六和周日安排法官值班，
为
群众解答法律咨询，
开展预约立案、简
易纠纷诉前调解等工作。
“假日便民法庭”
极大方便了当事

人诉讼，也照顾了部分当事人不愿声
张的心理，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截至
目前，
“假日便民法庭”共为群众提供
法律咨询 132 人次、诉前调解纠纷 16
件、预约立案 41 件、开庭审理案件 43
件、诉讼调解案件 22 件。据悉，
“假日
便民法庭”已成为转变干警作风的一
个切入点，有力地推动了全院各项工
作的深入开展。
（韩 宇 路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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