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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把学习弘扬邹碧华精神的活动引向深入，7月30日，河南省新乡
市法院系统举办“深入学习邹碧华·坚定法治信仰·忠诚司法事业”主题演讲
比赛。9名干警分别结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从坚定理想信念、端正价值追求、
忠诚司法事业等方面展开演讲，讲述自己对邹碧华同志的崇敬之情和坚持司法
为民的坚定信心。图为青年干警登台进行演讲。 景永利 田丹丹 摄

“大数据”书写智慧司法新篇章
——酒泉市两级法院信息化建设工作掠影

本报记者 潘 静 本报通讯员 虎文心 苏小红 阎晓斌

征稿启事

如果贵院在推进信息化建设过程中
有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好的故事，欢
迎来稿。稿件体裁不限，消息、通讯、
纪实、特写以及新闻图片等均可。栏目
收稿邮箱为fyxw@rmfyb.cn，投稿时请
在邮件主题中注明“信息化建设专栏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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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慧娟 通讯员 邓飞雄
谭炜杰）8月1日，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
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完善审判责任制改革的实施方
案正式实施。该方案以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形式明
确各权力主体行使权力的具体内容，落实审判权力
和审判责任，确保审判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

该方案实施后，除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或最高
人民法院文件有明确规定外，院庭领导不得审批其
本人未参与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院庭领导仅保留
案件审理中少量的程序性事项的审批权，为实现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据统计，珠海中院之前需要院庭领导审批的裁
判文书或事项共有70项，改革后仅保留12项，共削
减院庭领导审批权限58项。其中案件审批权方面，
庭长从 24 项减少为 1 项，院领导从 46 项减少为 11
项。

方案将审判权运行过程中的权力细分为审判权、
审判管理权和审判监督权。在充分保障合议庭、审判
委员会行使审判权的同时，保留必要的审判管理权和
审判监督权。审判管理权和审判监督权为审判权的顺
利行使提供服务和保障。为防止审判管理权和审判监
督权在运行过程中，妨碍审判权的依法独立公正行
使，制订了审判权力清单。明确只有经过法定程序或
特定的案件类型、事项，院长、副院长、庭长才可行
使相应的审判管理权和审判监督权，除此之外的审判
权力一律由合议庭行使。在还权于合议庭的同时，通
过责任清单的形式列举审判执行工作中的不当行为类
型，从反面警示法官在审执工作中要依法、谨慎用权。

据介绍，该方案有四个亮点：一是大幅削减案
件审批事项，充分还权于合议庭，着力解决审者不
判、判者不审的权责分离等问题；二是创新审判权
力列举方式，通过明确限定院庭领导审判管理权、
审判监督权的范围，树立合议庭行使审判权的主体
地位；三是通过建立明晰的审判权力清单和审判责
任清单，切实做到权责统一；四是强化监督，通过
强化院庭领导对案件审理效率和整体质量的监督管
理，强化审管办、审监庭的案件质量评查工作，强
化政工部门的法官绩效考核工作，强化纪检监察部
门的责任追究，确保审判权公正高效廉洁行使。

数十秒内精准查控“老赖”名下存
款，远程视频接访百公里外申诉人，司
法公开信息“一网打尽”……随着大数
据时代踏步而来，甘肃省酒泉市两级
法院牢牢树立互联网思维，充分运用
信息化手段，提高审判质效，强化司法
便民，几年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如今
一件件变为现实。

便民服务“线上”拓展

“没想到现在打官司这么方便，
只要在导诉仪上刷刷身份证，案子谁
在办、办到什么程度都能查得一清二
楚，再也不用跑来跑去、问东问西
了。”家住金塔县航天镇某村的张老
汉提起自己的诉讼经历，忍不住竖起
大拇指连连称赞。

近年来，酒泉市两级法院投入大
量资金，完成了四级专网建设，建成数
字法庭26个、远程视频接访室8个和
远程提讯室3 个。同时，还开通了法
院门户网站和司法公开网，群众足不
出户，就可查到相关的案件信息，并可
进行网上立案、网上信访和网上咨询。

来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调研的市
人大法工委主任吴利民，在参观该院
立案、诉讼服务大厅后有感而发：“酒
泉中院紧跟群众需求，在完善已有便
民设施，推进便民服务向‘线上’拓展
等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执行演绎“酒泉速度”

“兵贵神速，酒泉中院法官的执

行速度让我们基层法院法官眼界大
开。”去年12月，敦煌市人民法院执
行法官风尘仆仆赶赴酒泉中院请求协
助执行。令他们想不到的是，在刚抵
酒泉的当天下午，就通过酒泉中院的

“点对点”司法查控系统，查询到被
执行人在银行有 70 万余元存款，并
当即予以冻结。几天后，执行款汇到
法院的执行专用账户。

酒泉中院在市委、市政府和各
方面的支持协助下，实现了与全市
各银行机构以及公安、工商、国土
等部门的网络对接，让网络查找被
执行人名下存款、房产、车辆等变
得触手可及。

“ 我 怎 么 没 有 办 法 买 飞 机 票
了？”今年5 月的一天，酒泉中院执
行局接到一名被执行人的电话，询
问是否因未执行判决而无法购买飞
机票了，工作人员作了解释，并督
促其尽快履行义务。为了让失信被
执行人付出更大信用代价和经济成
本，酒泉中院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社会
信用信息共享和失信联合惩戒体系，
坚决将“老赖”的信息发布上网，运用
舆论和社会信用惩戒的手段给予严
厉打击。在失信“黑名单”的威慑下，
执行一线捷报频传。据统计，去年以
来，已有 55 名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
行了义务。

阳光法院助推管理跃升

“书记员，你记错了，那个数字

是21.35万元……”一次庭审中，被告
代理人、酒泉政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崔刚
指着电脑上同步显示的庭审笔录向书记
员纠错。崔刚在一个小时后就拿到了一
份盖好章的调解书。他对这样的办事效
率表示由衷赞许：“在一年多前，这样
的效率是不可想象的，这真是看得见的
变化。”

律师所发现的“变化”，一个重要
背景就是酒泉法院强力推进的信息化建
设。近年来，全市两级法院建设了以数
字法庭为核心的数字法院综合审判管理
系统、数字化办公系统，同时，对推进
应用采取了加强培训、考核激励、监督
检查等有力措施。

2011 年起，酒泉中院书记员全部
使用电脑记录，同年 10 月，审判人员
全部使用电脑撰写裁判文书，打字室
不再提供打字服务；2014 年建成办公
自动化系统，全院各种材料的起草、
签发和会务信息发布均在系统内流
转；今年 3 月，数字法院管理系统全
面升级，审判业务应用系统和政务办
公系统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应用，全市
法院实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的大数
据管理。

“近两年法院工作变化很大，特
别是法庭同步录音录像等信息技术的
运用，使审判活动的严肃性大大增
强，有效保证了司法公正。”在一次
司法改革调研座谈会上，酒泉市肃州
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石含禄如是
说。

智能法院呼之欲出

在酒泉中院的全市法院信息集控中
心，可以实时显示汇集到此的全市几十
万个节点的司法数据。“从类型上看，
民间借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婚姻家
庭纠纷占据民事案件数量前三甲。”酒
泉中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郑文涛介绍说，“这里是全市法院的大
数据总控中枢。”

除对司法信息数据进行实时汇集、
生成、分析并可视化运用外，集控管理中
心还具备远程音视频指挥调度、信息网
络集中管理等功能，满足庭审观摩、司法
公开、执行指挥、视频调度、审务督查等
功能需求。

伴随着信息化建设阔步前行，互联网、
大数据在重构审判管理方式、打造数字化
法院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酒泉中院院长
王兆美表示：“适应大数据、云计算、移动
互联网态势，构建酒泉智能法院服务系统
将是下一步全市法院的重要工作内容。”

今年5月初，我从民二庭调至行政
庭工作，离开从事了十几年的商事审判
岗位，在行政诉讼和非诉执行领域，我
可是个标准的“菜鸟”。说起非诉执
行，最让人头痛的还是环保案件。慈溪
是个民营制造业发达的地方，中小企业
数量繁多，每年申请法院执行的环保案
件就有近400件，而违法行为人不是把

厂址选在偏僻的乡下，就是“昼伏夜
出”躲避执行。这不，我又接到了慈溪
市环保局打来的电话：“有群众举报
了，上次被查封设备的那个黑加工厂又
在排污啦，能否马上组织力量去现场执
行？”

这是不久前刚执行的一个案件，当
时该厂的负责人迟迟不露面，我们就对
设备电箱进行了查封。后来复查了几
次，都没有找到负责人。想不到这次竟
然有人对电箱上的封条擅自启封了！

放下电话后，我立即叫上庭里两个
经验丰富的执行员，一起驱车赶往十几
公里外的现场。被执行人是一家庭作坊
式的工厂，位于山脚下，周围是广阔的
农田，而这个厂子刚好位于灌溉河道旁
边。我们赶到现场时，机器正在发出刺
耳的“隆隆”声，河旁的管道源源不断

地向外排放着污水，管道旁的一片水
域已被染成了黑色。

“快把机器关掉！”我马上喝止工
人，“你们老板人呢？”一个工人指了
指里面的办公室。看到我们走进办公
室，里面一中年男子慌张地站了起
来。环保局工作人员指认他就是负责
人毛某。我厉声问他是谁撕了法院的
封条，毛某语无伦次地说：“这，我
刚从外地出差回来，也不知道是谁撕
了封条……”这时，周围的员工都围
了过来。我想，这正是个教育大家的
好机会。我特意加大了嗓门：“你厂
排污是违法行为，环保局早就对你厂
作出处罚。你们擅自启封法院已经查
封的电箱，更是严重的抗拒执行行
为，你作为负责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你扪心自问一下，你也是这里的

村民，排放污水给土地、给庄稼作物
带来污染，害的不都是你的乡里乡
亲？我们今天必须对你作出处理，希
望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天，
我们就对毛某处以司法拘留 15 天。
次日，毛某的妻子联系我们，表示将
立即拆除违法生产设备。

看着设备被拆除，我松了口气，
这个案子总算是执行完毕了。回想起
来，如果没有群众的举报，我们还不
知道要空跑多少趟呢！

环保执行案件数量多，企业关停
后“死灰复燃”的几率又高，如果我
们仅靠自己的力量，难免会捉襟见
肘。之前我还一直思考着如何破解环
保执行难，这次执行告诉我，群众监
督不就是破解执行难的一个良策吗？

执行工作必须依靠群众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专职委员 史久瑜

湖北省保康县龙坪镇海拔在 1800 米以
上，山高坡陡，交通不便，当地群众打官司
非常不便利。为了方便群众诉讼，保康县人
民法院在该镇设立多个巡回审判点，要求法
庭每月组织1至3次到田间地头巡回审理、就
地办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7 月 22 日上午 9 时，该院黄堡法庭的法
官们便驱车赶往龙坪镇龙坪村审理一起土地
承包经营纠纷案。2004年，村民李某与姜某
达成土地流转口头协议，将自己1.05亩旱地
交由原告姜某耕种。2007 年李某因病去世，
由其胞弟处理后事，并将李某房屋卖给被告
李某某，还把李某原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交给
被告。2014 年，原、被告均要耕种李某的
田，为此发生纠纷，经村委会、镇政府多次
调解无效，原告姜某将被告李某某、第三人

村委会告上法庭。
下午2点40分，审判长敲响法槌，宣布开

庭。庭上，原告、被告、第三人三方举证、质
证、辩论……因原、被告分歧比较大，审判长
宣布休庭，分别对当事人讲理、明法，深入现
场勘验后，组织双方当事人背靠背调解。

图①：巡回审判现场。
图②：法官组织当事人在争议土地上进行

勘测。
图③：法官在做当事人工作。
图④：原告认真地在开庭笔录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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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至 6 月份，前锋镇共
发生各类诉讼案件52件，因该镇为水
产养殖大镇，民间借贷纠纷成诉讼重
点，占64.7%，应予重视。建议镇村组
织加大宣传力度，增强群众风险防范
意识，依法规范借贷行为……”这是日
前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宝应湖人民
法庭发布的今年第二季度“社情简报”
的内容。

自2014年4月起，该庭坚持每季
度编发一期“社情简报”，其内容包括
辖区受案情况通报、各类案情分析、社
会稳定风险评估、司法应对建议等四
个方面。发放到辖区7个乡镇和2个
省属农场，协助和指导辖区组织依法
实施社会治理，防控矛盾纠纷发生，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定期编发‘社情简
报’，是开展‘庭镇维稳共建’活动的内
容之一。”宝应湖法庭副庭长邱永安介
绍说，法庭收案情况很大程度上反映

出辖区各乡镇（农场）的社情、民情和
治安状况。

“社情简报”的发布受到了辖区乡
镇和社会的广泛欢迎与好评。前锋镇
党委书记刘双喜称赞“社情简报”是推
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好帮手”。他
说，“社情简报”对辖区各乡镇治安状
况分析得有理有据，一目了然，起到了
很好的预警作用。同时还对经济社会
生活中多发的矛盾纠纷，从法治角度
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建议，回应了基
层在维稳工作中抓什么、怎么抓的问
题，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金湖法院院长陈来强表示，“社情
简报”是该院社会治理创新的一项重
要内容，将进一步扩大审判信息公开
透明度，建立更广泛的互动机制，更好
地为基层和群众服务，切实维护社会
稳定，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伍晓伟）

依托审判评估社会风险 提出建议促进社会治理

金湖“社情简报”被赞基层“好帮手”

本报讯 （记者 王书林 通讯员
吴新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历经 10 年时
间，组织编撰《汉哈法学大辞典》，近
日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辞典
共160万字，收列并释义词条6564条。
内容包括法理学、法律史学、宪法学、
民法学、劳动法学、行政法学、经济法
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部
门法学。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有哈萨克族
113.3 万人，占全州人口的 25.5%。伊
犁州法院系统每年受理各类案件 5 万
件，其中涉及哈萨克族当事人案件达2
万件左右。长期以来，由于哈萨克语
司法文件资料的短缺，哈萨克族法

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法律
知识得不到及时更新，制约了办案能
力和业务素质的提升；哈萨克语法学
用语得不到有效规范，使用标准不统
一，对法律规定理解出现偏差，影响
了办案质量。哈萨克语司法文件资料
的短缺问题倍受人大代表和社会群众
的关注。

《汉哈法学大辞典》的正式出版发
行，对有效缓解哈萨克语司法文件资料
短缺问题，加强哈萨克语法学用语的规
范化和标准化，确保国家法律在哈萨克
语审判中得以及时、准确贯彻实施，满
足广大哈萨克族群众的司法需求，提高
哈萨克语案件的审判质量，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伊犁州分院10年编成《汉哈法学大辞典》
收列词条6564条共160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