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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行：地方特色创造全国一流

对法院工作是大检查 大提升

群众说事、法官说
法、干部联村

视察影像

9月 7日至 12日，来自黑龙江、浙江、广东、四川等 4个代表团的 14位全国人大代表及 3位最高
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特邀咨询员对陕西省三级法院进行了视察。

在 6 天时间里，视察团前往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宝鸡市中级人民法
院、西安市陈仓区人民法院、陈仓区法院天王人民法庭以及延安市富县，视察诉讼服务中心，旁听
庭审，见证强制执行活动，并了解富县人民法院的“群众说事、法官说法、干部联村”机制等，对加强
和改进人民法院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视察团在西安中院旁听行政案件庭审。

编者按

视察团一行视察西安市中级人
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

视察团在西安中院旁听行政案
件庭审，休庭期间，孟祥凯（左一）、
焦云（左二）、左海聪（左三）及康永
恒进行讨论。

在宝鸡市陈仓区法院，视察团
听取该院工作情况介绍。

视察团在宝鸡市陈仓区法院执
行指挥中心视察。

视察团在宝鸡市陈仓区法院听
取关于该院一村一法官工作情况的
介绍。

在宝鸡中院，该院院长郭宝生
向陈云英（左一）、陈小华（左二）介
绍情况。

主题阅读

此次陕西行，全国人大代表及最高
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特邀咨询员先后
来到西安市、宝鸡市和延安市，走进高
级、中级、基层法院和派出法庭，通过
视察诉讼服务大厅、旁听庭审、参观执
行指挥中心等，深入了解陕西各级法院
的工作情况。其间本报记者全程跟随，
拍下了视察活动中的生动瞬间。

■诉讼服务
“陕西特色，全国一流”

在审判管理执行指挥中心，该
中心主任高波现场连线南郑县人民
法院，进行远程指挥执行，全国人
大代表、浙江华联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徐爱华拿起手机拍照；在观看
陕西法院诉讼服务网使用演示时，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广安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康永恒在本子上认真
记录；在诉讼服务中心，立案庭庭
长冯华作工作情况介绍，全国人大
代表、广东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孟祥凯在导诉台前与在这
里提供专业服务的律师交谈……

9 月 8 日上午，视察团在陕西
高院了解了该院的科技法庭建设情
况及信息化建设、诉讼服务工作推
进情况。

全国人大代表、华夏董氏兄弟
集团绥棱农场执行董事董配永向本
报记者表示，陕西高院专门在诉讼
服务中心设立“律师专家门诊”和

“律师法律服务”窗口，提供法律援
助服务，此做法应该予以推广。

徐爱华代表说，陕西法院提出
做到“陕西特色、全国一流”，让
她印象深刻。“他们围绕着这个目
标，让设想落到了实处。”

在陈仓区法院诉调对接中心，
视察团了解到该院采取“诉前调
解+立案调解+速裁”的工作模
式，先后与区工商局、区妇联、区
老龄委和区公安交警大队等联合成
立了消费者维权巡回法庭、妇女儿
童维权工作室、维护老年人权益工
作室和交通事故调解室，对涉及消
费者维权、婚姻家庭、老年人权益
和交通事故方面的矛盾纠纷开展调
解工作。

全国人大代表、中昊晨光化工
研究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嘉说，
该院延伸服务，从源头减少矛盾纠
纷、避免矛盾纠纷激化，一系列做
法是积极有力的探索和尝试。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研究员、最高人民法院特邀
咨询员陈云英说，陈仓区法院的办
事指南也做得非常好，是诉讼好还
是调解好？他们做成图来说明，很
清晰。

■行政案件庭审
“法律应适时更新”

9 月 8 日下午，视察团一行来
到西安中院，旁听一起行政案件的
庭审。该案为姚某要求撤销西安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退休审批行
为。被上诉人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副局长作为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

在最后陈述阶段，该副局长
说，该局坚持依法行政的要求，尊

重法律、执行法律、敬畏法律，将尊
重并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

“行政机关负责人说得很好，说
明了我国推进依法治国过程的进步，
无论是政府工作人员还是普通百姓，
都对法律充满了信心。”全国政协民
族与宗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出版
集团党委副书记、最高人民法院特约
监督员艾克拜尔·米吉提在休庭期间
向记者表示，庭审程序严密，法官很
干练，庭审节奏把控得很好。

孟祥凯代表说，法官要以事实为
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办案，做好一名
法官很不容易，每一名法官都值得我
们尊敬、学习。

庭审结束后，西安中院组织召开
座谈会，该院院长任高潮、副院长常
西岭分别介绍了西安市两级法院的
基本情况及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实
施后行政审判工作的相关情况。该
案审判长崔立新及审判员王峰、张静
参加座谈。

常西岭介绍说，今年 5 月至 8
月，西安市两级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
诉讼案件 1015 件，较去年同期相比
上升 115.96%；西安中院新收二审行
政案件 417 件，是去年同期的 6.3
倍；案件类型多样化、复杂化，且群
体诉讼案件增多。

对于如何改进行政审判工作，常
西岭提出：一是加强新修改的法律和
修改前法律之间的衔接，二是加强行
政复议和行政应诉能力建设，三是健
全行政审判立审衔接机制，四是对恶
意诉讼予以制裁。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金马律
师事务所主任、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

督员李泽林在座谈会上发言说，西安
中院行政庭庭长崔立新作为该案审判
长，驾驭审判能力强，思路清晰。但
他发现上诉方在宣读上诉状时，几次
将被上诉人称为“答辩人”，不规
范。“我发现一些庭审中的称呼都不
规范，希望法庭可以予以规范。”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衢州市柯
城区农业资源资产评估中心主任郑玉
红说，有机会了解了庭审的整个程
序，感到法官对庭审的把控很好。对
于该案的争议焦点——法律适用问
题，郑玉红表示，相关部门有必要根
据当前的国情，适时出台、修改法律
法规。

李泽林代表也认为应适时更新法
律法规，撤销过时的规定，并表示会
提出相关建议。

对此，崔立新表示会着手准备提
出相关司法建议。

■多元化解机制
“让法律更有生命力”

“县里有几个法庭？都分布在山
区么？”郑玉红代表问。

“协理员都是本村的？”南开大学
法学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
员左海聪问。

在陈仓区法院天王人民法庭，从
科技法庭到值班监控室，从调解室到
当事人休息室，从代表委员联络室到
干警餐厅，视察团一行边参观，边提
出疑问。

全国人大代表、宁波维科家纺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产品部员工杨晓霞谈
及感受时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最引起视察团关注的是法庭的诉
讼服务点。“这里全称是陈仓区人民法
院诉讼服务中心天王服务点。服务点
具备多种功能，设置了审判协理员、人
民陪审员联络室和审判协理办公室。”

在法官的介绍下，视察团对天王
法庭“由法庭联络法官、审判协理
员、人民调解员三方参与的‘民事纠
纷分析研讨会制度’”形成的多方互
动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机制”进行了
详细了解。

“每个村、社区都有法官联系，
让基层百姓能够了解、认识法律，让
法律深入民心，这样法律才有生命
力。”左海聪说。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七台河
市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焦云表示，天王法庭很“接地气”，
为百姓化解矛盾，特别是对于一些邻
里纠纷等下大力气进行调解，各方面
做得都很到位。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茂名市茂
南三高罗非鱼良种场场长李瑞伟很关
注基层建设，在天王法庭视察时拍了
很多照片，他说，陕西从高院到基层
法院，硬件配备都很到位，法庭也是

“有模有样”。
“法官送法上门，我看到有滚动

信息，写着什么时候到哪个村去。”
康永恒代表说，这不是简单的司法为
民，更是发挥了司法能力。

在宝鸡中院，康永恒代表也很关
注该院的调解工作情况。宝鸡中院共
设有12个专门的调解室，分布在审判
区的各楼层。康永恒代表说，陕西法
院的庭审调解率高，体现了人民群众
对法院工作的认可。

“一般都是什么案件？全县运行
这个机制需要多久？”在富县牛武镇
清泉寺村人民调解委员会，陈云英代
表在听完关于“群众说事、法官说
法、干部联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以下简称“两说一联”机制）工作
介绍后问道。

“这是把法治带到百姓身边。”全
国人大代表、广东省连平县上坪镇三
洞村山茶种植场场长谢舒雯评价“两
说一联”机制时表示，此做法应广泛
普及，让有矛盾纠纷的基层百姓有处
可去，知道在哪里可以解决好问题。

“两说一联”机制的运用，是富
县法院把“一村（社区）一法官”机
制嵌入“群众说事”和“县乡干部联
村”平台、推动县委发文推行后的成
果。

“群众说事”是由村（社区）干
部组织群众以拉家常的方式，讨论解
决村里的难事、实事、大事、乱事和
各类矛盾纠纷。“法官说法”是由法
院委派联系法官应邀或者主动深入村
（社区） 向村 （居） 民提供司法服
务。“干部联村”是由组织人事部门
选拔年轻后备干部驻村（社区）开展
包联工作，包括调查村情民意、宣传
党的政策、参与扶贫开发等。

视察团一行到达的清泉寺村辖3
个村民小组，共120户、489口人，
耕地 1052 亩。自推行“两说一联”
机制以来，该村说事说法25件，法
官举办法制讲座3次，累计为群众解
决纠纷48件。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同仁医院眼
科主任医师、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
员徐亮认为，“两说一联”机制的普
法宣传作用值得推广：“从医学角度
讲，早防治很重要。富县法院的普法
教育深入基层，将关口前移，是预防
矛盾发生的好方法，作为医生应该好
好学习。”徐亮同时提出建议，必要
时可在村委会进行视频会议等，以扩
大“两说一联”机制的覆盖面。

“现在留守老人多，遇到矛盾不
懂解决，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也要了
解法律，正确引导。”全国人大代
表、广东省湛江市赤坎环卫处清厕
队队长陈小华与富县法官交流后得
知，村里80%左右的矛盾都可以在村
委会解决。他向记者表示，法官进
村入户引导矛盾的解决方式应该在
全国推广。

在清泉寺村调解室的墙上，写着
“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八个字，调解
室内摆放着《案例警示录》等小册
子。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自贡市沿
滩区仙市镇马丘村党支部书记陈燕带
走了许多资料，她说要“回去学
习”。“这个机制对于我们基层特别
好，他们的工作值得肯定和学习。”
陈燕说。

陈云英代表说，看了“两说一
联”机制的工作情况后，“很感动”，
因为它对基层的民主法治建设具有重
大意义，也使政府和群众的关系更加
和谐，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大意
义。

视察活动结束后，陕西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阎庆文说，视察团一路走、一
路看、一路谈，从案件审理执行到队伍
建设、基层建设，从线下诉讼服务中心
到线上审判管理执行指挥中心，对陕西
法院的工作进行了深入、细致地视察调
研，体现出对人民司法事业、人民法院
工作的高度关注和深切关怀，让法院干
警深受鞭策、备受鼓舞。

阎庆文表示，参加视察的全国人大
代表及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特邀
咨询员，来自全国各地，来自各行各

业。提出的意见建议具有独特视角，属
于“跳出法院看法院”，都是真知灼
见，代表了社会各界对法院工作的期待
和要求，有高度、有深度、有广度。

视察团在提出意见建议的同时，也
为陕西法院增添了信心和力量。“大家
在发言中，肯定了陕西法院的总体工
作，特别是对弘扬延安精神践行司法为
民、加大信息化建设促进司法公正高
效、加强法院文化建设提升队伍素质能
力、加强法庭建设夯实基层基础等方面
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阎庆文说，陕
西法院的工作，得到了高度评价，一方
面觉得受之有愧，一方面信心倍增。

“大家的发言给我们提出了殷切的
期待和厚望。”阎庆文说，视察团指出
了人民法院在公正司法、司法改革、
司法为民、队伍建设等方面面临的挑
战，提出了陕西法院作为一个西部法
院在司法保障、基层建设等方面存在
的困难，对陕西法院如何加强和改进
工作积极出谋划策、建言献策，很有
建设性、富有指导性，这为陕西法院
做好今后的工作提供了“第一信号”，
提供了不竭动力。

此次视察，是对陕西法院工作的一
次大检查、大检阅，对陕西法院和广大
干警是一次大学习、大提升。阎庆文

说：“我们将以此次视察为契机，认
真研究、全面落实各项意见建议，努
力加强和改进各项工作，不断推动法
院工作提水平、上台阶。”

参加视察活动的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三庭庭长宋晓明表示，视察
团说了很多褒扬的语、鞭策的话，也对
最高人民法院、陕西法院工作提出了
很多意见建议，回去之后会进行认真
梳理，形成报告，向周强院长进行汇
报。

宋晓明同时向视察团介绍了知识
产权审判的相关工作情况，对于如何
发挥好司法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作

用，以后希望与关心、关注该问题的
代表和特约监督员、特邀咨询员多联
系、沟通。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联络工作办
公室主任陈宜芳说，此行深切感受到
了代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所
做出的努力，也感受到了代表对法院
工作的支持，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意见
建议。

“在视察过程中代表说得最多的
话是‘没想到这么辛苦、做了这么
多’，也有代表说‘我们的监督不是
为了反对，是为了更好地支持’。”陈
宜芳说，听了这些话觉得很暖心。

河南助推文明旅游工作

根据《河南省旅游局关于游客不文
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游客在河
南旅游活动中，因违反法律、法规及公
序良俗等受到行政处罚、法院判决承担
法律责任，或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
行为，将被记录在案，旅游主管部门将
通报游客本人，提示其采取补救措施，
挽回不良影响，必要时还将向公安、海

关、边检、交通、人民银行征信机构
通报。目前，此暂行办法已经印发至
河南各省辖市和直管县。

浙江立法将民宿纳入政府
会务采购范围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日前审议通
过的 《浙江省旅游条例》 鼓励各地
发展农家乐和民宿，并将其纳入政
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会务等采购
范围。

根据条例的规定，县级以上政府
应加强对乡村旅游的规划引导，鼓励

建设具有丰富文化内涵、鲜明产业特
色、浓郁乡土风情、优美生态环境、
完备旅游设施的特色小镇，鼓励创新
村集体经营管理模式，建设具有乡村
特点、民族特色、历史记忆的特色村
落，鼓励城乡居民利用自有住宅或者
其他条件兴办民宿和农家乐。

条例指出，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的交通、食宿、会务等
活动和工会组织的职工疗养休养活
动，可以通过政府采购、购买服务等
方式委托符合条件的旅行社、民宿、
农家乐等旅游经营者提供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