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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南充中院】

青年法官进校园

“四标配”服务结出三赢硕果
——安徽旌德县法院便民工作纪实

萧 岚

““法行基层法行基层””好新闻竞赛好新闻竞赛

【江苏洪泽县法院】

联手金融企业抵御金融风险

青年法官“土话”开庭获赞

本报讯 近日，四川省南充市中
级人民法院十余名青年法官利用业余
时间来到南充市高坪区擦耳村小学，
开展“法官进校园·爱心献乡村”活
动。

活动现场，青年法官给孩子们送

去了全院法官捐献的衣物、书本以及
常见的文体用品，并向学校捐赠了近
4000 元现金。随后，法官们还为孩
子们上了一堂健康成长的法制课。孩
子们纷纷围着法官说，这是最有意
义、最快乐的一天。 （赵英颖）

本报讯 针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的新情况，近年来，江苏省洪泽县人
民法院采取有力举措，积极联合金融
企业共同防范和抵御金融风险。

为此，该院定期联合相关金融借
贷案件多发的金融企业召开座谈会，
及时将审判实践中遇到的个案及共性

问题进行通报，并通过联席会议形式
积极引导金融企业交流小额贷款的审
查、大宗贷款的跟踪、房产抵押的证
件等工作经验和教训。据统计，近年
来，洪泽法院通过多项举措帮助地方
金融企业防范宏观金融风险约1.5亿
元。 （吴谷翔）

本报讯 “当地群众惯用本地土语
交流，很多人连普通话也听不懂。为把
案子办好，我们的青年法官就像以往学
英语一样，采取‘每日一句’的办法学土
语，并制作了台账和学习本，把学习的方
法、常用例句、文明用语等都记录下来。
现在，我们有的法官已经可以说6种土
话了。”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人
民法院思陇法庭庭长覃韵宏如是介绍了
该庭的司法为民工作情况。

据介绍，思陇法庭管辖范围内居住
着近20个民族，各种“土话”很多。在办
案过程中，由于语言障碍，开庭办案异常
艰难。为改变现状，思陇法庭法官把学习

“土话”作为每日必修课，活学活用，努力
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据介绍，2014
年以来，思陇法庭受理案件148件，结案
143 件，其中八成案件是利用当地“土
话”开庭审理，受到了当地群众的赞扬。

（张 磊）

日前，一群老百姓兴高采烈地拿
着三面锦旗走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库
尔勒垦区人民法院。原来，发生在今
年 1 月的一起群体涉执信访案件，在
执行法官的艰辛努力下，终于得到解
决，给了老百姓一个圆满的答复。

棉农情绪一触即发

2014 年 5 月，被执行人李玫称自
家亲戚治病急需用钱，相继从11位种
地的棉农手中借款 46 万元。同年 12
月19日，双方在法院的调解下达成还
款协议，可到了今年1月，被执行人依
然分文不还。1月15日，快要过年了，
棉农们一起来到法院，声称：“如果法
院不将李玫绳之以法，我们就打着条

幅到第二师机关上访。”库尔勒垦区法院
院长张旭东向棉农介绍了被执行人的情
况。原来，李玫收入不高，家里还躺着一
个身患严重痛风病的丈夫需花钱治病，
生活拮据。李玫2014年5月与王伟合伙
投资做玉石生意四处借钱，没想到王伟
拿到钱后来了个“人间蒸发”，李玫陷入
了人财两空的境地，该案执行步入了僵
局。11 名棉农听到此情况后焦急地说
道：“法官们给我们想个办法，我们的血
汗钱全靠你们了！”

百姓期盼就是使命

李玫的丈夫拄着拐杖恳求执行法官
说：“我们承认这笔欠款，但我们也是受
害者，法官能不能抓到那个骗子，帮我们

家渡过难关？”想到 11 名棉农那期盼
的眼神，分管执行工作的副院长包勇
立即召开执行会议商讨解决方案。他
说：“群众的期盼就是我们执行法官的
使命，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们都要找到
王伟查清事实真相。”可王伟在哪儿？
如何找到案外人？一场案中案的硬仗
摆在执行法官面前。

为了尽快找到案外人，将“死”案
变活，承办法官俞博文脑海里不断梳
理着办案思路。王伟是南疆墨玉县
人，家离库尔勒市还有 800 余公里。
执行局与当地公安局取得了联系，同
时对王伟的家庭财产进行了摸底排
查。王伟长期在库尔勒市打工，家里
仅有一间土木结构的平房。执行法官

又与库尔勒市公安局进行接洽，寻
找王伟在库尔勒的下落。由于李
玫与王伟系合伙做生意，李玫每次
都是通过银行给王伟打款，执行法
官调取了3 个银行的汇款明细单，
将打款数额锁定。听说王伟承包
了乌鲁木齐市西北石油局一项工
程，执行法官立即赶到乌市查询，
发现并无此事。回来后，又与库尔
勒市地方法院执行局联系。

功夫不负有心人，4月16日，库
尔勒市法院打来电话，称与王伟同
居的一个女人的案子在该院，可以
配合找到王伟。经过周密部署，4
月17日这天，执行局的法官们终于
找到王伟在库尔勒租住的房屋并
将其拘传到法院。王伟起初并不
认可这笔巨额外债，在执行法官拿
出的银行汇款明细单证据面前，王
伟终于低头了，当晚与李玫达成还
款协议，通过ATM机转账20万元，
余款在月底前付清。差点打了水
漂的借款总算又回到了手中，11名
棉农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穷追猛打抓老赖 棉农终露开心颜
——新疆兵团库尔勒垦区法院执行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崔建民 本报通讯员 俞博文

10个法官工作室，10名联系乡镇
法官，在皖南山区的安徽省旌德县，一
张有形的便民诉讼服务网络正在悄然
铺开。一张便民联系卡、一本工作台
账、一套宣传资料、一本定点联系手册
是联系法官的“标配”。如今，每个月
的16号，联系法官都会到法官工作室
开展工作，针对矛盾纠纷进行“月会
诊”。百姓找法官不出镇，在家门口就
能与法官面对面唠唠家常。

一张便民联系卡
法律服务零距离

2013年10月，法官工作室在全县
10 个乡镇相继挂牌成立。每个工作
室配备 1 名经验丰富的一线法官，并
将法官便民联系卡张贴在工作室醒目
位置。

“狗咬死了鹅，你们管不管？”2015
年4月16日，在该县蔡家桥镇法官工
作室里，村民何某急切地询问联系法
官。

原来，何某称自己养了 50 余只
鹅，不久前，他的鹅跑进了邻居胡某的
厂里，被胡某家的狗咬死了 20 余只。
何某找到胡某理论，可胡某不承认。
何某了解到每月 16 号县法院的法官
都会来乡镇，便琢磨着咨询一下可否
走法律途径。

这天，恰逢该院院长秘宣宣与联
系法官一起来法官工作室调解纠纷。
何某拿出 DV 让法官看，画面中仅有
一只狗在草丛中奔跑。“老何，这画面
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如果没有有利的
证据，即使你将老胡告上法庭也没有

任何胜算。”一番话，说得何某点头称是，
打消了打官司的念头，表示愿意调解解
决问题。

“群众的很多纠纷都是鸡毛蒜皮的
小事，但在群众眼里却是事关面子尊严
的大事，法官把工作做细做透了，群众心
里的疙瘩解了、气消了，问题也就迎刃而
解了。”蔡家桥镇司法所所长汪世友说。

一本工作台账
多元联动平纠纷

每个联系法官的工作台账里，都记
载着各乡镇司法所长、综治办主任、各村
两委、治保主任的联系方式，参加矛盾纠
纷排查调处例会时，把苗头性、倾向性的
矛盾纠纷和信访隐患捋一捋、顺一顺，全
面整合司法、综治、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各
方力量，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化解矛盾纠
纷，真正实现案结事了。这是法官工作
室工作机制的又一显著特点。

2013年3月，洪某、汪某租用该县云
乐乡 107 户农民承包地合伙种植烟叶，
并雇请了当地134名农民工为其从事烟
叶种植、烟叶采摘及烤制等工作。当年
10 月，洪某、汪某将已加工好的烟叶悉
数售出。然而，107户农民11万余元土
地租赁费和134名农民工42万余元劳务
工资却迟迟不付。

年关将至，这些农民聚集到乡政府，
个别人甚至威胁要将洪某女儿绑来抵
债，乡司法所及时将情况告知法院领导
并联系乡镇法官。考虑到事件的突发性
和敏感性，该院决定启动诉前调解程序
先行介入。联系乡镇法官与乡政府、司
法所等部门工作人员放弃双休日，逐一

走访拖欠工资数额较大的农民工，并积
极联系洪某、汪某。在多次主持双方调
解无效的情况下，该院将这起群体性纠
纷引入司法程序，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后经执行，241名申请人于2014年12
月31日前领到了全部钱款，一起可能引
发群体性事件的安全隐患在多方努力下
被成功化解。

一套宣传资料
审理宣传两不误

针对农村赡养纠纷、邻里纠纷、婚姻
家庭纠纷多发的情况，联系法官有针对
性地选择典型案件到乡镇、农户家中开
展巡回审理，并精心印制婚姻法、未成年
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宣传资
料，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老百姓讲解，做
到审理宣传两不误。

85 岁的强老太因大儿子王某一家
不尽赡养义务而伤透了心。今年1月9
日，在村民委员会的调解下，王某与大女
儿协议轮流赡养母亲，但在履行协议时
双方又发生矛盾。无奈之下，强老太将
王某诉至法院。

巡回审理过程中，法官从亲情、法理
的角度出发，给王某好好上了一堂法律
知识补漏补缺课，王某渐渐认识到自己
在赡养问题上存在误区，羞愧不已，当即
表示愿意履行协议，把老母亲照顾好。
看到儿子态度诚恳，强老太撤回了起诉。

法官工作室成立以来，共接待法律
咨询180余人次，进行法制宣传22次，巡
回审判赡养纠纷、邻里纠纷、劳动争议等
案件28件。受理的邻里纠纷、婚姻家庭
纠纷以及标的额1万元以下的小额经济

纠纷同比减少47%。

一本定点联系手册
服务企业促发展

联系法官走得勤了，对所负责乡
镇大小企业的情况也摸得门儿清。依
托法官工作室平台，该院建立了领导
班子成员和联系法官定点联系企业制
度，每年不定期深入辖区重点企业调
研，帮助企业理顺法律关系。

2014年8月21日，该院在孙村乡政
府巡回审理徐某等4原告诉被告旌德
县某石业有限公司4起劳动争议纠纷
案件。鉴于孙村乡石材企业较多，这4
起案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联系乡镇法
官与乡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了沟通，特
地邀请了该乡所辖部分企业负责人和
各村治保主任共20余人参加旁听。庭
审结束后，法官就如何订立规范的用工
合同、如何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方面对企
业负责人进行了深入宣传。

安徽省人大代表、旌德法院司法
监督员余腊翠评价道：“旌德法院结合
不同企业的特点制定‘法律套餐’，法
官工作室搭桥，通过法律咨询、法律培
训、邀请企业负责人旁听相关案件庭
审等，为企业‘把个脉’、‘提个醒’，引
导企业依法经营，切实减少矛盾纠
纷。”

“法官工作室在不断拓展服务的
外延，以后还会有‘五标配’、‘六标
配’，把最后一道‘防线’前移到‘第一
线’，既缓解了案多人少的压力，又化
解了基层信访隐患，更减轻了群众诉
累，实现了三赢。”秘宣宣表示。

本报讯 为推动法院文化建设，
倡导时代新风正气，近日，河南省洛
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开展志愿者服务
活动，为正在举行的第 33 届中国洛
阳牡丹文化节贡献力量。

据了解，该院以创建市级文明单

位为契机，建立了一支由 20 余人组
成的志愿者服务队。队员们经常利用
业余时间帮扶困难群众、调解邻里冲
突、开展法律咨询服务等活动，方便
了辖区群众，推动了该院精神文明建
设。 （孙振美）

【河南洛阳洛龙区法院】

志愿者服务队方便群众

【广东广州海珠区法院】

发布知产司法保护白皮书
本报讯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

民法院近日向社会发布了《广州市海
珠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概况
白皮书（2008.01至2014.12）》。白皮书
分析了7年来知识产权案件的总体发
展态势以及特点，总结了相关审判经
验，并提出案件未来预测与建议，以
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重要
作用。

白皮书显示，近7年来，该院审理

的各类知识产权类案件呈现案件类型
复杂化、权利主体国际化、被控侵权主
体多样化、广交会案件品牌化等特点。
建议加快知识产权立法和司法解释的
出台，统一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实践中的
证据审查标准和判赔数额范围，以及训
练培养一批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法
官”，推动知识产权审判水平的整体提
升，以应对互联网知识产权诉讼难题。

（黄洋洋 林育明）

【重庆合川区法院】

探索涉诉信访化解“2+1”模式

本报讯 日前，重庆市合川区人
民法院出台《关于邀请社会第三方参
与涉诉信访化解的工作规则》，探索
建立处理涉诉信访案件的“2+1”工
作模式，即除法院和当事人外，还邀
请社会第三方参与到涉诉信访案件的
处理中，力求在法院和信访当事人间
建起有效沟通的桥梁，同时凝聚各方

力量更好地化解矛盾纠纷。
据悉，社会第三方包括各级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社区干部及律师
等。该院负责人称，引入社会第三方
参与涉诉信访，既是借力更好化解矛
盾纠纷的一种途径，也是法院接受各
方监督的一种体现。

（徐晓琴 殷坤炙）

本报讯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法院
系统第二十六届学术讨论会上，北京
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取得了优异成绩，
上报论文篇数全国第一，并且在上报
全国的23篇论文中，两篇获得二等奖，
5篇获得三等奖，3篇获得优秀奖。由
于出色的论文组织工作，该院还获得

全国学术讨论会组织工作先进奖。
据介绍，近年来，该院高度重视

学术理论研究，以建设学习型法院为
契机，不断探索理论研究保障机制，
鼓励学术论文写作。在此前的北京市
第二十六届学术讨论会上，该院共有
15篇论文获奖。 （陈 琨）

【北京大兴区法院】

重视理论研究建设学习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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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登记制改革实施以来，全国法院采取多种举措，确保立案登记工作顺利开展，有力保障了
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图①①：立案登记制改革实施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增设院长值班
窗口，增开立案服务窗口，增配工作人员，热情接待诉讼群众。图为该院院长李宗强正在解答群众提
出的问题。 杜昱葆 陈维福 摄

图②②：由于前期准备工作充分，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人民法院立案工作预案详实、流程规范、
模板完整、制度完善、管理有序，前来立案登记的群众反映良好。 张 晶 摄

图③③：为推进立案登记制改革实施，5月4日，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院长陈来强亲自担任立案法
官，为前来申请立案的当事人登记立案。图为立案现场。 伍晓伟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内蒙古赤峰中院】

人大代表暗访体会立案过程

本报讯 近日，为推进立案登记
制改革实施，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
级人民法院院长潘永如和分管副院长
带领督导组分别深入基层法院进行督
导检查，并邀请人大代表以暗访的形
式到基层法院亲自体会立案过程。

“诉讼服务中心设施齐全，群众
在等候立案的时候还能喝上纯净水。

另外我观察了一下，手续齐全的话，
从申请到立案用时还不到 5 分钟。”
参与暗访的赤峰市人大代表李欣说。

据介绍，由于之前赤峰市两级法
院做足了准备工作，5月4日预想中
的案件量大幅增加的情况并没有到
来，各项工作有序进行，收案数略有
上升，但增幅不大。 （张彦博）

本报讯 “我先付5000元的执行款，
看看能不能先将我的名字除下来？”近
日，在执行法官的办公室里，主动来缴执
行款的失信被执行人韩某恳求着执行法
官。

今年 4 月，广东省平远县人民法院
经改版的门户网站正式上线运行，打开
平远法院新版门户网站，老赖的相关信
息赫然在列，并且是在该院门户网站首

页上的“曝光台”栏目滚动播放。此举对
已经曝光的老赖形成了威慑力，对那些
尚未曝光的老赖带来了无形的压力。

据介绍，该院下一步将对网站曝光
老赖工作实行常态化管理，对已经履行
相关法律义务的失信被执行人，及时将
其相关信息予以删除，及时反馈曝光成
果，提升曝光效果。

（黄义涛 孙高辉）

平远法院让老赖“榜上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