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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市常委会听取中院专题工作汇报 陈海波要求

站在全局高度推进立案登记改革

聚焦立案登记制改革呼和浩特新城：热情周到规范高效
本报记者 李生晨 本报通讯员 史燕龙 王晓东

成都武侯：准备充分运转快速
本报记者 姜郑勇 本报通讯员 曾 磊

日前，记者来到北京市东城区人民
法院立案大厅采访。该院院长赵军告诉
记者，在去年北京市政法机关通过第三
方开展的群众满意度测评中，东城法院
位居全市法院系统第一名，良好的诉讼
服务环境和举措“功不可没”。

主动作为 小场所营造大服务

诉服工作人员赵艳丽告诉记者，东城
法院地处“寸土寸金”的首都中心区，办公
环境非常紧张。为减少当事人排队等候
的时间，自今年1月起，院里实行提前安
检制度。刷身份证、录入信息、打印入门
证，在赵艳丽麻利、热情的接待下，一个个
当事人井然有序地进入安检行列。

“别小看这提前的十几分钟，当事
人能尽快进入法院，保证了法官准时开
庭。当事人情绪也会比较稳定，有利于
矛盾纠纷的化解。”审判庭的法官们这
样评价。

顺着指向清晰的专用通道，记者来
到了立案大厅。这里面积虽然不大，设
计得却非常紧凑合理。正在准备立案的
张律师告诉记者，这个大厅跟她一年前
来时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立案窗口
用玻璃隔间进行了分隔，就不会相互干
扰了，也有利于保护当事人隐私。座椅
移到了大厅中央，还配了书写台以及起
诉书模板，写材料方便多了。”

一位穿梭于立案大厅的女法官引起
了记者的注意。她主动来到当事人身
边，看他们写的材料是不是完整、清
楚，不时地进行指导，很受当事人的欢
迎。“多亏这位江法官昨天的指点，我
回去准备齐了材料今天来立案，今天就
能拿到司法确认书！”刘先生兴奋地告
诉记者。江建莉法官说：“争取让当事

人到立案窗口时一次性‘搞定’，节省
时间！”

5月 4日是立案登记制改革后的首
个工作日。记者了解到，立案大厅进一
步提高工作效率，保障当事人诉权，全
天接待139人次，当场立案81件，大约
10 分钟就能完成一次立案。对于不符
合立案条件的起诉，接收材料并出具补
正、补充材料一次性告知书，避免当事
人多次往返法院的诉累。

打破局限 满足多元化诉讼需求

从事 IT 行业的贾艳军每天工作都
很忙，因民间借贷纠纷涉诉后，请假跑
法院成了他最犯愁的事。让他惊喜的
是，东城法院设立了诉讼服务便民亭，
24 小时对外开放，可以下班后来法院
查询案件情况。

记者在东城法院入口处看到了这个
便民亭，里面有一个立式电脑，安装了

“法院便民诉讼服务系统”。点击触摸
屏，记者看到屏幕上显示出案件信息查
询、二审信息查询、执行案件公开、参阅
案例、法庭设置、人身损害赔偿计算等多
个栏目。当事人可以通过身份证号码和
姓名检索到自己的案件，了解案件进度、
承办人情况、开庭公告等。常来法院代
理案件的律师王彩霞说：“这个便民亭很
好用，不仅方便了我们出庭，还能从中看
到一些指导性案例，对律师学习法律实
务、把握办案思路也很有帮助。”

东城法院副院长薛峰告诉记者，这
个提供全天候服务的诉讼服务便民亭打
破了法院工作时间的局限，方便当事人
随时了解案件情况。同时，该院在首都
之窗——数字东城网站开通了“诉讼须
知”栏目，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为群众

提供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诉讼服务。
记者登录网页后看到，该栏目设置了便
民信息、立案、管辖、婚姻家庭、劳动
争议、财产保全等 12 个项目，内容均
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看似生硬的法律
条文经过简单易懂的语言表达处理，让
人一目了然。

走出法院 打造大诉服格局

“诉讼服务不应局限于法院内部。
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服务；群众需要什
么，我们就提供什么。”赵军告诉记者，建
立以需求为导向的大诉服格局，是该院
近年来一直重点开展的一项尝试。

东城区以网格化社会管理为特色。
自 2012 年起，东城法院启动了巡回法
官驻街道、进社区、进网格的“一驻两
进”工作，充分发挥法官的力量，为基
层提供法律服务，促进矛盾纠纷在源头
的化解。3年来，已经有 3批共 51名巡

回法官出现在了东城区的 17 个街道、
社区。

李彦宏是东城法院第三批巡回法官
中的一员。记者了解到，像李彦宏这样
的巡回法官，3年来共为东城区居民提
供诉讼服务 1000 余次，参与调解纠纷
740余起，受理立案阶段委托先行调解
案件306件，协助完成人民调解协议的
司法确认 24 件，参与指定监护人 12
次，深入社区、学校、军营、企业讲法
260余次，参与群众万余人。

“今年，我院将选派经验丰富的骨
干法官进社区服务，依托东城区网格化
管理模式建立联系人制度，继续提升服
务质量。”赵军说，“下一步，我们还打
算推出电子地图，将法院审判信息与街
道、社区互联互通，用司法大数据为基
层提供法律预警，指导基层做好矛盾化
解和风险预防。欢迎记者朋友一年后再
来我院采访，到时，我们的诉讼服务一
定还有新惊喜！”

我们主动做一点 群众方便多一点
——北京东城法院打造立体式诉讼服务格局见闻

本报记者 郭京霞 赵 岩 本报通讯员 孙 莹 祝 茜

图为东城区法院立案庭“流动法官”江建莉为前来立案的当事人进行诉讼
指导。 燕乃一 摄

浙江诉讼义务须知衔接“两个规定”
防止不当干预司法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孟焕良）
为贯彻落实中央“两办”《领导干部干预
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
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和中央政法委《司法
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
究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规定”），防止人
情关系对司法工作的不当影响，日前，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立案阶段以《诉讼
参与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形式将有关内
容发放给诉讼参与人，引导其通过正常
途径进行涉诉反映，为审判人员独立公
正行使职权排除不当干预。

“两个规定”出台后，浙江高院第
一时间组织学习，自觉做到“不打招呼、

不递条子”，认真落实记录留痕，对违
法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
的行为坚决予以抵制。

浙江高院纪检组监察室会同立
案部门, 根据“两个规定”及时新增相
关诉讼义务须知，要求全省各级法院
释明诉讼参与人应尊重司法权威、遵
守诉讼规则，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
公正行使职权的义务，并书面告诫诉
讼当事人不得托请法院外部或内部人
员，以打听案情、转递材料、说情打招
呼、提出实体处理或倾向性意见等形
式对案件审判、执行工作施加不当影
响。如存在干预司法活动的行为，法

庭将记录在案，向其他当事人公开，并
根据“两个规定”，视情节轻重追究相
关人员法律责任。同时，立案时还要
随案发放《廉政监督卡》，方便诉讼参
与人对法院工作人员执行“两个规定”
等廉政制度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遵守
诉讼规则、法庭纪律情况进行监督。

浙江高院要求全省各级法院充分
发挥纪检监察干部、支部纪委委员、廉
政监察员以及特约监督员等内外监督
力量，通过党风廉政责任制考核、信访
举报、司法巡查、审务督察、廉政回访
等方式，加大监督检查，严格责任追
究，维护制度的严肃性。

本报讯 （记者 贾明会 通讯
员 朱蓓蓓）日前，陕西省委常委、省
委政法委书记、副省长祝列克到陕西
省高级人民法院考察调研，听取工作
汇报。他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确保司法公正，
落实司法为民，推进司法改革，抓好队
伍建设，为建设“三个陕西”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祝列克对全省法院工作给予肯
定，特别是对司法为民和信息化建设
予以高度评价，对“司法规范化建设
年”等工作部署符合实际、定位准确表
示肯定，对全省法官干警为完成艰巨
审判执行任务、落实司法改革各项部
署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感谢。

祝列克指出，人民法院在依法治
国中居于核心地位。要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确保正确

政治方向。要坚定不移推进公正司
法，不断增强司法公信力。大力推进
司法规范化建设，强化监督制约，秉持
职业良知，确保依法公正行使审判
权。要坚定不移落实司法为民，切实
提高群众满意度。坚持司法为民，不
断完善诉讼服务中心、诉讼服务热线
等便民利民措施，认真解决好立案难、
执行难和门难进、事难办等问题；认真
总结推广“群众说事、法官说法”工作
机制，做好群众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积
极参与基层治理。要坚定不移推进司
法改革，着力解决深层次问题。要坚
定不移抓好队伍建设，进一步强化人
才保障。切实加强法官干警的思想政
治建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从严管理队伍，落实案件质量终
身负责制，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树
立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

祝列克到陕西高院考察调研时强调

确保司法公正 落实司法为民

本报讯 （记者 赵传杰 通讯
员 宋 研） 5月4日，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市委对法院立案登记制改革召开
专题常委会议，听取了哈尔滨市中级
人民法院《关于立案登记制改革对我
市的影响及应对建议的汇报》。黑龙
江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陈海波
对法院实行立案登记制工作给予了充
分肯定。

当日下午，哈尔滨中院院长步延
胜向与会常委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立
案登记制改革的主要精神，并从立案
改革后对法院工作、对行政机关工作
两方面客观分析了可能产生的影响，
哈尔滨市整体工作面临的问题，同时
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

陈海波指出，哈尔滨市各党政机
关要高度重视立案登记制改革，要把
此项工作当作全局性工作来抓，要站
在讲政治、守纪律、时刻与中央保持

一致的高度上，站在“四个全面”总
体布局的高度上来认识和谋划这项工
作，确保立案登记制改革在全市顺利
推进。要充分估计施行立案登记制改
革对全市的影响。不仅要客观分析改
革后法院工作面临的压力，也要正视
改革对其他工作的影响，对于可能发
生的问题要提前做好准备，要认识到
形势的紧迫性。

陈海波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着
力提升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自觉性，
努力提升能力水平，为今后的工作打
牢基础；要着力提升法院干警队伍的
素质，适应当前改革的需要，要快办
案、办好案，有效地解决案件沉积，不
将矛盾留置于法院；全市各党政部门
要共同关注、共同做工作，支持法院立
案登记制改革，确保这项改革在全市
能够顺利地推进，确保司法改革工作
顺利进行。

本报讯 （记者 周崇华 通讯员
马志强） 4月3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
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对备受社会各界
广泛关注的宁夏明盛染化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明盛染化公司）污染环境案作出
一审判决。被告单位明盛染化公司犯污
染环境罪，被处罚金500万元，被告人
廉某某犯污染环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零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5万
元。此案是新环保法实施以来，中卫市
首起污染环境刑事案件。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 年以来，

明盛染化公司在废水处理措施未经环境
影响评估、未经申报登记和验收的情况
下，擅自在厂区外东侧腾格里沙漠采用

“石灰中和法”处置工业废水。2009年6
月，廉某某开始作为明盛染化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负责公司全面工作，并决定继
续使用“石灰中和法”处置工业废水。
2014年 4月，明盛染化公司排放污染物
许可证到期，但仍继续非法排污。至
2014年 9月被责令关闭停产时，该公司
厂区外东侧腾格里沙漠渗坑内存有大量
工业废水。经宁夏环境监测中心站对现

场废水取样检测认定，废水中多项检测
因子超过国家排放标准。案发后，明盛
染化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廉某某为防止
污染扩大，及时采取措施，消除污染。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单位明盛染化
公司违反国家规定，非法排放、处置有
毒物质，严重污染环境，被告人廉某某
系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被
告单位污染环境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
被告单位明盛染化公司和被告人廉某某
的行为均已触犯刑律，构成污染环境
罪，遂作出上述判决。被告单位及被告

人均表示服判，不再上诉。
据了解，自腾格里沙漠污染问题发

生以来，中卫市委、市政府把环境整治
作为当前首要任务，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了工业企业环境和重大安全隐患大排查
大整治。截至今年4月28日，全市共排
查企业 345家，发现各类问题 1732个，
已整改到位1304个，占75.3%；正在整
改428个。同时，对环境违法企业和落
实不力、失职渎职的公职人员依法依纪
严肃追责，共立案调查企业8家，取保
候审 5人，行政拘留 1人，问责追责公
职人员 15 人，其中 9 人给予党政纪处
分，6人作出检查并被通报批评，充分
表明了中卫市委、市政府在环境整治方
面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为打造中卫

“天蓝、地绿、水清、气爽”的靓丽名
片起到了护航作用。

腾格里沙漠污染案一审宣判
企业被处罚金500万元 企业负责人获刑

截至5月6日上午，云南省昆明市两级法院共登记立案253件，当场立案182
件。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罗朝峰表示，对当事人的起诉、自诉，只要符合形式
要件，一律先接收诉状；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自诉，应当场予以登记立案。图
为该院立案登记现场。 本报记者 茶 莹 本报通讯员 刘红春 魏文静 摄

5月 6日，年近八旬的徐某再次
来到法院，要把自己小区的业委会告
上法庭，之前来法院因起诉材料不全
而立案未果。这次经立案窗口人员解
释和引导成功立案。

“报纸上说现在实行立案登记
制，有案必立，开始还不信，刚才诉
状也出了点问题，担心还要再跑一
趟，现在放心了，我为这个制度鼓下
掌。”徐某激动地拍了拍手。

“没有了门槛，如何引导当事人，特
别是以前来过法院但没能立案的当事
人理性立案尤其重要，为此我们安排了
资深法官现场释明，符合立案条件的，
确保当场立案，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
也要耐心解释争取理解。”四川省成都
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易文说。

立案工作人员在审查侯某的起诉
材料时发现，诉状所谈及的事实属不
符合立案条件的情况。但立案工作人
员没有将起诉材料退回，而是扫描进

了内网案件管理系统，并递给侯某
一份《民事起诉材料补正告知书》，
上面列明了补正内容及补正期限。

“原以为起诉麻烦，讨不回债宁
愿忍一忍也不愿打官司，今天看来
不是这样，这次立不了案，但只要搞
清楚哪有问题，该改就改，该补就
补，下次再来。”侯某边说边给记者
看了看刚刚签收的补正告知书。

自 5 月 4 日以来，武侯法院 3
天共登记立案 221 件，其中当场立
案216件，日均收案72件，同比登记
制实施前平均每天收案数 54 件增
长 33.33%。武侯法院院长唐卫介
绍，该院在 2014年 1月就推行了集
导诉分流、立案登记、立案审查三大
模块于一体的立案工作体系，每个
环节既要录入案件管理系统，也要
向当事人书面说明，确保运转快速、
全程留痕，有了这些前期准备和探
索，能很快适应立案登记制度。

5月 6日 8时 20分，内蒙古自治
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诉讼服
务中心刑事、民商、行政、执行、诉
前调解、绿色通道等9个受理窗口格
外醒目，工作人员整齐划一，已经做
好各项准备工作。大厅的显示屏滚动
发布登记立案等相关文件内容，墙上
张贴着“新城区人民法院诉讼材料清
单”、各类材料的样本和登记立案流
程图，立案所需的各类材料和流程一
目了然。方便的电子查询平台，只需
轻轻一点，立案、开庭和诉讼费计算
等情况便可实现即时查询。

来申请立案的张先生，拿着事
先准备好的材料正在与法官老王交
流。王法官告诉他，材料基本齐
全，但缺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导
诉员立即引领张先生在大厅的复印
机上复印了身份证。不到 10 分钟，
立案手续全部办结。张先生略显兴
奋地握着王法官的手连连称谢，激

动地说：“没想到第一次到法院打官司
就这么顺利，真是方便。”

来自新城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张律
师深有感触，她拿着导诉员发放的《新
城区人民法院诉讼指引》告诉记者：“诉
讼指引里面不仅有诉讼须知、文书样
本、立案登记实施细则，还有所有领导
和审判员的联系电话，有了这个我们办
事就方便多了。作为一名律师，我觉得
权利确实得到了保障，法院的立案工作
也更加透明、规范、高效了。”新城区法院
院长李淑清介绍，诉讼服务中心充分利
用电子查询系统等现代信息技术，对相
关工作进行分流，并细化完善诉前调解、
绿色通道服务职能。

5月 4日以来，新城区法院共接待
当事人 124人次，当场登记立案 52件，
发放一次性补正材料 30份。6日当天，
记者采访的2个小时内，已接待当事人
38人次，当场登记立案 12件，发放一
次性补正材料5份。

本报讯 （记者 林晔晗 通讯
员 纪红玲）取消不合理的指标量化
考核后，法院如何建立更科学的激励
机制？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
台了《关于开展“公正为民敢于担当”
岗位竞赛活动实施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从今年起，该院将以季度和
年度为周期，大力开展“优秀庭审竞
赛、优秀裁判文书竞赛、办案标兵竞
赛、工作能手竞赛”活动，鼓励法官积
极履行裁判职责办好案。

该院围绕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
讼制度改革和“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
者负责”要求，将优化工作激励机制的

重点放在了对法官个人办案绩效的考
核上，对法官个人的考评也力争改变
以往单纯以办案数量作为依据的量化
考评标准，以建立更加符合司法工作
规律的业绩评定内容和依据。

根据《办法》规定，从今年起，
该院要求全院法官，以季度和年度为
周期，开展以“优秀庭审竞赛、优秀
裁判文书竞赛、办案标兵竞赛、工作
能手竞赛”为主要内容的“公正为民
敢于担当岗位竞赛活动”，鼓励法官
通过提升庭审驾驭能力、提升裁判文
书水准，加强法官司法能力自身建
设，引导正确的司法工作导向。

广东高院岗位竞赛鼓励法官办好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