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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基层
法行基层”
”好新闻竞赛

疏解经营风险 净化市场环境
——江苏淮安中院助力经济发展记事
余增明 赵大为
江苏省淮安市是一代伟人周恩来
的故乡。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其 9
个基层法院的干警们，无不为工作在
周总理的家乡而倍感光荣和责任重
大。他们立足审判，全力护佑淮安市
建设，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
的广泛好评。

■司法导航
带企业避开险滩暗礁
“看了这本小册子，我感觉我们公
司上市就更有底气了！”9 月 28 日，在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里，身
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公司董事长周素
明，翻看完淮安中院院长钱斌递过来
的《企业常见法律风险防范服务手册》
后激动地说。
今世缘公司是淮安第一家上市企
业，淮安中院组织开展“共商法律风险
防范，助推上市企业发展”法律服务活
动，并为其提供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的
防范服务，从信息披露、股权管理、关
联交易、信用风险等方面给予提示和
建议。
今 年 以 来 ，淮 安 两 级 法 院 组 织

本报讯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呼
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信息化
建设，用信息化引领各项工作改革，形
成科学合理、严格规范、职责明晰、运
行顺畅的审判管理机制。据介绍，通过
打造“以全面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为目
标，以质效评估为导向，以流程管理为
依托，以专门机构为中枢，以信息技术
为保障”的审判管理模式，该院着力构
建审判质效评估、流程管理、质量监
督、层级管理、信息保障五个体系，构
建了“五位一体”的审判管理新模式。
工作中，该院从思想认识上强化信

500 余名法官，深入 526 家企业开展司
法服务，成立了以钱斌为组长的“司法
护航”工作小组，
形成调研报告和司法
建议 103 篇，
出台了支持和保障小微企
业和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规范性文件。
在法院的直接帮助下，63 家企业
及时堵住了存在的法律风险，23 家民
营企业把对外合同进行了补充修订，
72 家企业完善了内部管理措施。

■司法护航
助企业渡过惊涛骇浪
2013 年 4 月，江苏丰源环保科技
工程有限公司与淮安市佳明工贸有限
公司签订合同，约定丰源公司为佳明
公司设计、制作、安装、调试生产废水
处理工程，并约定每完成一道工序给
付一部分款项。预付款和土建款项均
顺利到位，然而设备安装结束后，
佳明
公司觉得对方制作安装不规范，而且
制 作 过 程 中 偷 工 减 料 ，不 愿 继 续 付
款。丰源公司坚持拿到钱才能继续施
工，双方协调不成，
丰源公司遂向法院
提起诉讼。佳明公司则提起反诉，认
为丰源公司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要

求解除合同。
该案承办法官、淮安中院民二庭副
庭长李玲通过走访意识到，双方的矛盾
缘由在于互不信任，而此案无论支持哪
一方的诉讼请求，都会造成两家企业的
巨大经济损失，正在施工的工程也很可
能“烂尾”
。
她反复做双方的思想工作，
提出
“佳
明公司将款先汇至法院账户，
待调试并经
环保检测部门验收合格后，
即将该款项支
付给丰源公司”
的思路，
打破双方僵局。
今年 9 月 16 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两位老总握手言和：
“只要工程按期合格
交付，
我们以后还合作！
”
近年来，淮安中院在审判实践中灵
活采取债转股、劳资抵债、
“活查封”
等方
式，帮助涉诉企业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
型，保证了企业不因打官司而影响正常
的生产经营活动。

■司法领航
促企业驶入法制轨道
“假冒别人的牌子干什么？到头来
钱也赚不到，还被判坐 3 年牢……”9 月 4
日，淮安中院公开开庭审理孙某假冒注

呼和浩特中院“五位一体”强化审判管理
息化建设的重要性，不断落实引进现代
最先进的信息技术软件，及时强化审判
人员掌握使用软件的能力。近年来，呼
和浩特两级法院统一购置使用了北京法
意科技公司的“办案助手”
、“司法文书
纠错”
、“文书评查”软件以及其他公司
软件，所有法庭都建成数字法庭，启用
了数字审委会系统。充分发挥信息技术
在案件质量评估、审判流程、档案管

理、绩效考评等方面的作用，努力实现
对审判管理各项评估指标的自动生成，
全面增强审判管理工作的数字化水平，
从而达到提高管理效率，实现管理的准
确性和科学性。
呼和浩特中院还与基层法院建立了
“上下一体”
的审判管理工作和管理信息
网络，
实现良性互动，
及时通报和宣传审
判管理工作的情况和措施。利用案件信

册商标罪案件的庭审结束后，应邀旁听
的民营企业家连连摇头，
感慨万分。
今年 9 月，淮安中院及清河、清浦、
淮阴、洪泽、开发区法院对 8 起涉企犯罪
案件进行了集中公开宣判，以挪用资金
罪、信用卡诈骗罪、假冒注册商标罪、盗
窃罪以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
罪名，对 10 余名被告人分别处以有期徒
刑一年零三个月至七年不等的刑罚，不
仅打击了危害企业发展经营的犯罪活
动，而且达到了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
果。
被告人杜某利用家中小作坊生产黄
豆芽，为达到去侧根、增白、提高产量等
目的，其在生产、销售过程中添加有毒、
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该案由检察院公诉
到法院后，
淮安中院感到，
这起案件案值
虽小，
但该案不仅事关百姓健康，
而且对
净化市场环境也将有着重要的警示意
义。随后，
为扩大案件审理的宣传效果，
淮安中院将该案指定清河区人民法院审
理，并与其他 7 个涉企案件进行集中公
开宣判，判处被告人杜某有期徒刑一年
零三个月，
缓刑一年零六个月，
并处罚金
30 万元。

息管理系统，
强化对办案环节、办案节点
的监督管理。逐步推行网上办案，完善
案件电子档案，为全市法院案件信息管
理系统统一平台的建设奠定基础。运用
案件信息管理系统，加强审判运行态势
分析，为法院全局工作的决策部署提供
数据支撑和分析意见。
（赵俊平）

【河南安阳中院】

严防九类容易产生虚假诉讼的案件
本报讯 为防范审判工作中出现
虚假诉讼现象，今年以来，河南省安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从立案源头采取措
施，将防范虚假诉讼贯穿立案审判执
行工作始终。
据介绍，该院在立案时严格审查
起诉材料，认真核对当事人身份，严

格责任追究，对有虚假诉讼嫌疑的当
事人和案件进行登记备案，一旦发现
虚假诉讼严肃处理。同时，在立案、
审判、执行过程中，对民间借贷案
件、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等九类容易
产生虚假诉讼的案件重点审查。
（张 静）

【江苏金湖县法院】

与边防联手堵住出境
“老赖”
本报讯 近日 ， 准 备 前 往 马 来
西亚谈生意的被执行人华某在上海
浦东机场买票时，被售票人员辨认
出为限制出境人员，随后华某被机
场警务部门控制。数小时后，当江
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法官赶到后，
自知理亏的华某主动偿付了赔偿
款。
据介绍，华某原是江苏淮安一家

服装公司的法人代表。2006 年，张
某在该服装公司的工地上施工时摔成
八级伤残，后经法院判决服装公司赔
偿张某 47 万元，但华某拒不履行赔
偿义务。今年 4 月，金湖法院依法作
出限制华某出境的裁定，并请求江苏
省边防总队协助执行，于是便发生了
文章开头的一幕。
（邱永军 伍晓伟）

【广东广州花都区法院】

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中旁听行政案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广州市
花都区人民法院联合区法制办，组
织 60 余名该区具有行政执法权的市
直、镇街、区属行政机关的主要负
责人，旁听了一起因当事人不服公
安行政处罚引发的行政案件。
据了解，该案是花都法院自

《广州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暂
行规定》 正式实施以来，首次组织
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中旁听的行政案
件，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分局相关负
责人作为该分局的委托代理人出庭
应诉。
（钱秀娟 宁 宇）

依法治国与法律职业准入制度高峰论坛举行
本报北京 12 月 6 日讯 （记者
唐亚南） 今天，由北京方圆众合教育
主办的“依法治国与法律职业准入制
度”高峰论坛在京举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原专
职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
研究中心主任戴玉忠教授，北京大学
法学院王世洲教授，中国政法大学
《政法论坛》 主编王人博教授，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向
泽选研究员等主讲嘉宾一致认为，法
律职业准入制度完善的前提是必须要
实现法律职业共同体。正确界定法律
职业的范围和范畴，才能建立准确的
法律准入制度；同时，如何将蓬勃发
展的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教育相结合
已经是当务之急，需要为法律职业准
入制度资格培训创造新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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