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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进村化解土地纠纷
本报记者 袁有玮 本报通讯员 张延梅 文/图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法院】

开展军训提升凝聚力

慈溪法院“三诊”助力人民调解

图①①：法官冒雪
进村调解。

图②②：：向当事人
了解相关案情。

图③③：：现 场 调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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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踊跃来稿

【福建龙岩市新罗区法院】

绿色矿山基地助推生态美化

【重庆二中院】

司法救助让困难群众打得起官司

““法行基层法行基层””好新闻竞赛好新闻竞赛

四项机制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北京三中院紧紧围绕执法办案提升审判质效

宋洪印 朱希军 潘园园

生活中，我见过不少的笑脸，有老人
历经沧桑的笑，有孩子天真无邪的笑，有
爱人温柔深情的笑……留在记忆深处
的，是一起案件中当事人舒心的微笑。

吴小兰是一名缝纫工，多年来一直
在武汉市从事服装加工。2012 年的一
天，吴小兰多年的朋友谢凡找到她，将
一大批民族工艺帽交给她来做。两人口
头约定了相关细节后，吴小兰便组织工
人加班加点忙活了近三个月。交货后，
谢凡却说交付的货物与约定款式不符，
因此拒不付款。在多次讨要工钱无果
后，吴小兰只得垫付了工人三万余元工
资，原本不宽裕的生活一下子陷入困
境，便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在被告谢

凡未到庭的情况下判决吴小兰胜诉。
进入二审程序后，我反复翻阅卷宗

后发现，就现有证据，吴小兰制作的帽子
的确与约定样式不符，但如简单判决，却
可能成为激发矛盾的导火索。为此，我
先后32次往返武汉市和潜江市，分别赴
吴小兰和谢凡处调查情况。在一次次调
解过程中，谢凡多次表示因产品不符合
要求，故拒绝支付工钱。

制作的帽子与约定样式不符的原
因，是当事人之间难以释怀的心结。是
不是问题出在材料上？经我们安排多次
对比试验，发现用其他布料能够做成约
定样式的帽子，但用谢凡提供的材料却
做不出来。随着进一步调查了解，我发
现谢凡只是中间商，真正的委托方是一
名香港商人，原材料也是由他提供。我
建议对提供的原材料进行鉴定，而最终
鉴定结果证明该批原材料在现有技术下
确实无法完成制作要求。

“我误会她了，没想到问题原来出
在材料上。”在随后的调解中，谢凡愧
疚地对我说，并且表示既然责任不在吴
小兰，就不该让她承担责任。双方达成
调解协议，多年的朋友也化解了恩怨。

调解工作确实累，但看见当事人释
怀的笑容，身体的疲倦却比不上发自内
心的愉悦。 汪舟帆/整理

近年来，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高度重视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充分
利用调、裁、审一体化调处机制，定
期开展巡回审判，注重判后跟进服
务，及时提出司法建议，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庭前约谈缩短审限

“老百姓真是伤不起啊，我受伤
都快4年了，你们却将赔偿款一拖再
拖”，左女士一脸的无奈与气愤。

因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左女
士被认定工伤，但由于对工伤鉴定费

承担双方发生争议，其所在公司将赔偿
款一拖就是4年。

“我们公司就不赔，随法院怎么
判”，公司负责人态度十分强硬，案件
一直难以取得进展。

“王总，你们公司也可谓家喻户
晓。你说这事传出去影响多坏，到时损
失可就大了。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
庭后约谈时审监庭庭长姜怀友的一番
话，让被告负责人顿时豁然开朗。

为减少当事人的诉累，涟水法院充
分利用调、裁、审一体化调处机制，通
过判前约谈使案件审限大大缩短。据统

计，2014 年以来该院劳动争议案件
平均审限 50.52天，与往年相比减少
了27.77天。

司法建议规范企业管理

“我院受理的李某诉某公司劳动
争议一案，纠纷原因是该公司用工
不规范。因该公司归贵单位管辖，
故提出以下司法建议……”近日，
涟水法院针对规范用工问题发出司
法建议。

“法院还真是‘及时雨’，接受司
法建议后不久，我们辖区就发生了一

起劳资纠纷群体事件。但由于用工
合同签订很规范，这起事件化解的
真是得心应手”，该单位法律顾问
沙律师说。

近年来，涟水法院高度重视纠
纷快速化解，更注重判后跟进服
务，鼓励法官总结案件审理中遇到
的问题，并及时转化为司法建议。
如今，该院发出的许多司法建议已
经转化为企业内部管理规范。

“劳动争议不仅仅是经济问
题，劳资纠纷也涉及企业的环境整
治。推进劳资纠纷有效化解就是在
解放生产力”，涟水法院院长张强
表示。

积极化解劳资纠纷，助力地方
经济发展，一直是涟水法院所坚持
的信念，为此所做的努力受到了社
会各界的高度赞扬。日前，涟水法
院审判监督庭被淮安市总工会授予

“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做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神”
——江苏涟水法院积极化解劳资纠纷取得良好效果

刘家翀 于四伟

本报讯 近年来，湖南省洪江市人
民法院受案数迅速增长，使裁判文书的
质量面临着巨大考验。为了校对文书，
法官们也是穷尽手段，制定了详细的流
程：制作——书记员校对——交换校对
——签发校对——打印完后检查——临
发前校对。但耗费大量人力的传统“农
耕式”人工校对，仍出现了身份证号码
信息与当事人的情况不符，别字、排版
跳行等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裁判文书的制作，杜
绝差错，该院积极探索依托现代科技技
术，确保文书精准性和严肃性，维护法

院审判权威和公信力。去年8月，该院
通过试用后采购并安装了由北京法意科
技有限公司开发的《人民法院司法文书
纠错系统》（以下简称纠错系统）。通过
试用进而全面使用后，裁判文书的质量
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该院裁判文书再
也没有出现文字错误，从根本上减轻了

一线法官的精神压力。
法律文书严格按标准排版问题一

直是该院年长法官的苦恼，纠错系
统提供的辅助工具可以对裁判文书按
照规定的标准自动排版。同时，提供
的自动引用法律条文功能可以对比法
条，指出原引用不规范不完整的错

误，免除了引用法律条文上的烦恼。
此外，还能自动生成执行通知书、结
案登记表、送达回证等相关文书，免
去了书写上述文书的麻烦，使自动化
办公的理念贯彻到底。这些功能的发
挥，大大地减轻了该院一线法官的工
作强度。

（杨于翔）

纠错系统让法官事半功倍
湖南洪江法院依托现代技术确保裁判文书质量

1月6日，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法官冒着零下十五度的严寒，来到该县台子乡阿
士记村巡回办案，就地调解村民党国满等 23人诉被告刘永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在村委办公
室，经过3个小时的调解，当事人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由被告刘永顺于2015年1月20日前给付
原告党国满等人土地租金共计59547元，原告放弃对违约金的主张，并且约定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土
地租赁合同，被告于2015年4月1日前将耕地恢复原状。

①①

②② ③③

为了当事人的笑脸

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
院助理审判员 高 健

本报讯 （记者 贺 磊 通讯
员 李丹旦 王 颖）1月 5日，浙江
省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法庭副庭长蒋
君亚来到横河镇法官“三诊”调解工作
室，会同该镇司法所干部对一起民事
纠纷进行现场调解。

据介绍，所谓“三诊”，就是“坐
诊”“会诊”和“专家门诊”。横河镇调
委会邀请法官于每月5日、20日下午
前来向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开展
法制宣传，这是“坐诊”；对于久拖不

决、当事人又不愿提起诉讼的民事纠
纷，邀请法官参与调解，这是“会诊”；
对于复杂疑难及专业性较强的矛盾纠
纷，定期邀请业务对口的法官进行专
业解读，共商调解方案，这是“专家门
诊”。

据悉，法官“三诊”调解工作室自
去年10月份成立以来，已妥善调解民
事纠纷 20 多起。通过“法官诊所”调
解的案子，双方当事人无一上诉、上
访，顺利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本报讯 1 月 7 日，福建省龙岩
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与区矿管办联合在
曹溪镇马坑一煤矿设立绿色矿山共
建基地。该基地的建立，将有助于
打击破坏生态资源犯罪，司法护航
绿水青山。

近年来，新罗区法院积极融入当

地的生态建设，严厉打击破坏生态资
源犯罪，通过建立法官生态林、生态
恢复补偿暨水土保持实践基地等方
式，大力开展绿色矿山司法宣传，以
司法活动助力生态行动，引导群众提
高环保意识和法律意识。

（简华良）

本报讯 近年来，重庆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认真落实司法救助措施，
不断健全完善救助体系，有效保证了
困难群众打得起官司。

该院构建了包括信访救助、执行
救助、刑事被害人救助和诉讼费缓减
免在内的“四位一体”的司法救助体

系。同时结合实际，将法律援助与司
法救助对接，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当事
人一律实施救助。据统计，2014 年
该院共为当事人缓、减、免诉讼费和
发放执行救助款及信访救助款共 92
万余元，受到一致好评。

（张智全）

本报讯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巴
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组织该院
102名干警，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军事
化训练，旨在整顿和强化队伍纪律作
风，全面提升凝聚力和执行力。

军训特意邀请了巴彦淖尔军分
区骑兵营的教官，以正规军营的标

准对干警们进行训练。据悉，该院
还将在军训结束后组织参训干警进
行有针对性的业务技能训练，以切
实有效的措施持续推进全院作风及
能力建设，以全新的面貌适应严抓
实管的新常态。

（王 震 邬 凯）

【浙江龙泉市法院】

录音录像记录留置送达过程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记者

日前从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法院获悉，
该院去年以来积极运用新民诉法规定
的录音录像方式记录留置送达过程，
效果良好。

为此，该院强化人员配置，设立
专职送达组，规范送达流程。送达人

员在到达送达地前即打开设备开始录
制，如实记录送达时间、地点、人
员、拒收情况等。送达完成后将录音
录像资料存储在专门的存储设备上，
以存档入库。据统计，龙泉法院去年
1至 11月成功留置送达 178人次，同
比增加93.5%。

本报讯 （记者 王书林 通讯
员 殷南峰）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在辖区举
办“道德讲堂”，乌鲁木齐新市区机关
单位 36 位负责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
专干与中院全体干警一道参加了道德
讲堂。

近年来，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院
党组高度重视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
建，积极运用“道德讲堂”形式，弘扬法
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推动法治实
践，促使该院全体干警争做最美铁路
法院人，道德文明素质和法院文化修
养不断跃升。

【新疆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院】

“道德讲堂”提升法院影响力

2014 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迎来了全面履行审判职责的第
一个完整年。为集中力量破解案多
人少的突出矛盾，北京三中院着力
在提速、示范、挖潜、激励四个方
面下功夫，积极探索建立民商事二
审案件快审机制、院庭长办案机
制、有审判职称人员全员办案机制
以及干警业绩激励机制，有效提升
审判执行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圆满
完成工作任务。四项机制实施以
来，截至 2014年 12月 20日，北京三
中院收案 19277 件，结案 19492 件，
未结案 222件。

提速：探索民商事二审案
件快审机制

探索民商事二审案件快审机制，
是将民事案件中劳动争议、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劳务合同纠纷等涉
及民生、当事人要求尽快实现权益的
案件剥离出来，统一交给民事审判第
三庭进行快速处理，在送达方式上求
简，在庭审方式上求活，在结案效率
上求快，力争全院50%的民商事二审

案件，在收案后 20 个工作日内审结。
在快审出效率的同时，对其他案件的审
理，提出了出规范、出经验、出亮点、
出成果的要求。

“快审机制从 2014年 2月底实施以
来，二审新收案 4900 件，结案 4922
件，结案率 99.9%，法官人均结案 290
件 ， 案 件 平 均 审 理 时 间 17 个 工 作
日。” 北京三中院民三庭庭长侯军表
示。

示范：全面推行院庭长办案

早在 2014 年年初的工作部署会
上，北京三中院党组便提出了院庭长办
案的工作重点，明确院庭长审判管理权
的范围，完善院庭长对个案的监督方
式，建立院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监督
权全程留痕制度，要求庭长根据各庭实
际情况，确定办案方案和指标，副庭长
主要精力用于办案，每年办理案件的总
数原则上不得少于本庭法官的平均办案
数。同时把庭长、副庭长办理案件的情
况，作为考核庭长、副庭长的重要依
据，计入业绩档案。

据统计，截至 2014 年 12 月 20 日，

主管民事的副院长和干警一道加班加
点，听取汇报、研究案件达到 1100 余
件，全院主要业务庭 24 位正、副庭长
共审结案件1607件，单人结案最高410
件。

挖潜：实行有审判职称人员
全员办案

由于干警总人数的限制，民事、刑
事、行政审判一线人员全面紧张，因
此，北京三中院尽最大可能减少专职行
政管理人员的比例，推出了综合部门有
审判职称人员全员办案模式。

“为了把全员办案落到实处，干部
处专门制定了综合部门干警参与办案的
指标以及考核机制。从2014年2月底实
施以来，共有办公室、干部处、组宣处
以及研究室等综合部门8名干警到审判
庭，参与案件审理和信访接待，共参与
办理案件 983 件。”北京三中院干部处
处长顾华说道。

激励：推出干警业绩激励机制

为奖励先进，树立正确的业绩导
向，北京三中院出台了《二审民商事案

件快审机制考评及激励办法》。
北京三中院政治部主任辛振兴介

绍道：“我们把法官的业绩分为三个
不同档次，分别对应不同的奖励标
准。与此相对应，拓宽奖励的方式方
法，把业绩评价与职级晋升、评优评
先、学习培训、按审判效果计算工作
时间挂钩，采取多种方式方法，鼓励
干警多结案、结好案。”

激励机制出台后，在试点部门反
响强烈。由于业绩档次目标明确，又
采取自行申报方式，民三庭共有 11
名干警选择一档业绩作为目标。激励
机制的推出，调动了干警的工作积极
性。快审庭的示范作用，对北京三中
院审判工作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

自 2013 年 8 月 6 日成立以来，
北京三中院立足自身实际，解决主
要矛盾，顺应司法改革形势，积极
探索四项机制，紧紧围绕执法办
案，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提高案件
审理的质量、效率和效果，为辖区
深化改革提供坚实有力的司法保
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