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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司法民主探索新路
——江苏法院人民陪审员选任改革调查（下）

本报记者 朱 旻

7月25日，朱怀凤女士接到了这
样一个电话，由此开启了她的人民陪
审员之途。“电话里说了鼓楼法院陪
审员选任的情况。我一看电话号码是
我们白云亭社区打来的，也就没什么
顾虑了。第二天就到区司法所，和法
院的同志聊了聊，签了确认书，他们
告诉我还有第二次随机摇号。很快接

到电话通知，第二次我也摇上了。又
过了几天，我就收到了正式任命的书
面和短信通知。我想，多学点知识总
是好的。家里嘛，先生和儿子也是很
支持的。”

南京597名陪审员全部到
场接受任命培训

8月10日，南京中院资格审查工
作结束。随机抽取的 5000 名候选人
中，符合任职条件且愿意担任人民陪
审员的998人。经人民陪审员选任委
员会讨论通过后，按规定程序，从这
998 名候选人中再随机抽取 600 名人

民陪审员人选，对外公示3天，接受
社会监督。对外公示期间，有3人因
身体健康原因要求退出，经市选任委
员会研究，最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任
命的人民陪审员为597人，并通过新
闻媒体进行了发布。

8月29日、30日，南京中院分两
批组织新任陪审员进行了任命书颁
发、集体宣誓和岗前培训。“597 名
陪审员最终能否全部到场，接受任命
和培训？可以说，直到此时，不确定
因素还是存在的。毕竟新任陪审员分
布广、人数多，相互之间并没有组织
隶属关系。”南京中院政治部副主任
盛静涛回顾说，“为了把这样的不确

定因素降到零，我们提前逐一发短
信，逐人打电话，确保一人不漏，落
实到位。并以区为单位，由各区法院
将所在区陪审员集中组织，统一派
车，指定专人带队送至会议及培训地
点，最后是597名陪审员全部到场接
受任命培训。”

组织过程严谨细致，同样，培训
环节、培训内容也是做了精心安排。
培训班上，南京中院院长胡道才为新
任陪审员们讲了第一课。他联系实
际，用平实的语言和大量案例，向人
民陪审员讲述为什么要实行人民陪审
员制度、人民陪审员的基本职责、人
民陪审员应该做什么以及陪审员履职
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近两个小时的授
课，数百人参训的市委党校大礼堂
里，没人看手机、没人开小差，中途
休息时，还不时有陪审员向胡道才咨
询笔记中漏记的内容。授课结束，胡
道才向所有新任陪审员公布了自己的
手机电话，承诺有问题会及时回复、
给予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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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唐凤伟） 日
前，黑龙江法院 2015 年“双访双
征”活动启动。此次活动以“优化发
展环境、优化法治环境”为主题，通
过走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其所在
企业、部门，征求代表、委员及其所
在企业、部门对人民法院进一步发挥
司法审判职能、优化发展环境，进一
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优化法治环境
的意见建议，为谋划明年全省法院工
作，提高审判质效，提升司法公信，
更好地服务保障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大
局提供决策参考。

“双访双征”活动采取“上下结
合、点面结合、征求意见与争取支持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上下结合”
即由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领导带
队，分片走访征求意见与各中级法
院自行组织走访征求意见相结合；

“点面结合”即黑龙江高院领导分片
走访时，至少登门走访1位（个）代
表、委员及所在企业、部门，召开 1
次代表、委员座谈会，各中级法院自
行安排走访的代表、委员及其所在企
业、部门不少于4位（个）；“征求意
见与争取支持相结合”就是要突出走

访及征求意见的双向互动，一方面听取
代表、委员及其所在企业、部门对优
化“两个环境”的意见建议，帮助解
决涉法难题，另一方面法院对在优化

“两个环境”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
行梳理，积极争取代表、委员帮助呼
吁解决。此外，在向代表、委员通报
全省法院优化发展环境、推进司法改
革等方面情况时，将侧重通报严格司
法办案纪律、推行司法审判责任制等
情况，争取代表、委员对人民法院依
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给予更加有力地
支持。

征求意见建议 谋划明年工作

黑龙江法院启动“双访双征”活动

“法院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
一道防线，当事人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走
进法院寻求帮助时，我们要把工作做到
群众心坎上，把温暖送到群众心窝
里。”日前，记者来到湖南省华容县人
民法院立案大厅采访时，院长郑军如是
说。

自今年 5月 1日至 9月 30日，华容
法院共立案 3827 件，同比增长 57.2%，
诉讼服务中心日益成为一个顺民意、解
民忧、惠民生的阳光服务平台。

落细落小 把群众当亲人

“啊，啊，啊……”中秋节刚过，
70 岁高龄的聋哑人王大爷独自一人来
到华容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不停地打着
手势，急切地想表达自己的诉求。

“大爷，您先等会儿，我们法官去
请手语老师了，您到这边坐会儿晒晒太
阳。”立案法官一边比画一边扶着王大
爷坐到大厅靠窗的椅子上，并递上了一
杯热茶。

不一会儿，华容县特殊教育学校手
语老师赶到。经手语老师翻译后，法官
了解到王大爷是要起诉自己的妹妹。王
大爷和妹妹曾经达成协议，王大爷同意
妹妹在自己宅基地上建筑房屋。条件是

房屋建成后，妹妹要接哥哥一起居住，
并负责哥哥的生养死葬。现在妹妹的房
屋已经建成，却一直没来接王大爷。

与其他在养老院的老人相比，王大
爷既没有亲友的探访，也不能和其他老
人交流，内心更显孤独和不安。经过不
断的思量，王大爷选择中秋节后来到法
院起诉。

由于这起纠纷的争议并不在于赔
偿，而是聋哑哥哥在亲情缺失下，选择
以起诉的方式引起家人的关注和关心，
所以立案法官决定先和其妹妹联系，准
备调解。

“大爷，我们已经通知你妹妹了，
她正赶过来。现在我们先把这个案子进
行登记，这里有几张表，我问你答，最
后签字就行了。”由于王大爷不认识
字，不会撰写诉状，立案法官耐心地指
导他填写信息，到立案窗口办理了登记
手续。

不一会儿，他妹妹赶到了，当即对
这段时间的疏忽向哥哥道歉，并解释是
因为自己的儿媳妇正在怀孕需要照顾，
加之房屋仍未装修完成所以一直没时间
过来照看兄长。她同时承诺，一定会履
行之前达成的协议，好好照顾亲哥哥。

双方最后喜笑颜开，事情最终完满
解决。

“啊，啊，啊……”临走前，王大
爷不断向立案法官竖起大拇指。

“他在感谢你们呢，说你们把他当
亲人一样对待。我代表我们一家子也对
法院表示感谢，给你们添麻烦了。”王
大妈边搀扶着王大爷边说。

华容法院从立案登记做起，落细落
小，紧紧围绕着审判和诉讼服务，实现
人性化司法服务群众“零距离”。在一
楼立案大厅里设有导诉台和电子触摸查
询系统，配备导诉人员，进行诉讼引导
和查询咨询；设有等候休息区，配备便

民座椅和沙发、自动饮水机、报纸杂
志；设有填写资料区，配备诉状表格样
本、笔墨纸张、老花镜等。

审查变登记 让群众少跑腿

“法官，我要告状，我们村的严某
他拖欠我的棉花钱！”

5 月 4 日早上 8 点刚过，华容县幸
福乡某村村民邹某就来到法院起诉同村
的严某，要求偿还棉花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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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做到心坎上 温暖送到心窝里
——湖南华容县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见闻

本报记者 禹爱民 本报通讯员 谭 洁

图为诉讼服务中心导诉员在指导当事人填写立案材料。 谭 洁 摄

本报讯 应英国最高法院和瑞士
塔尔玛协会邀请，10 月 10 日至 17
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景汉朝率中
国法院代表团赴英国出席了第二届中
英司法圆桌会议，并对瑞士进行了正
式友好访问。

10 月 14 日在英国最高法院举办
的第二届中英司法圆桌会议以“司法
与传媒”为主题，英国最高法院院长
廖柏嘉勋爵、英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图
森勋爵等出席会议并对中国法院代表
团来访表示热烈欢迎。景汉朝介绍了
中国法院近年来推进司法公开工作的
进展情况。他指出，当前，中国法院
司法公开的平台不断健全，初步形成
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以审判流程公开、
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
台为基础，以新闻发布例会制度为抓
手，以新兴媒体传播平台为重要组成
部分的“3+1+N”的人民法院司法
公开新格局；中国法院司法公开的形
式日渐丰富，除借助官方报纸、网站
公开司法活动，还积极探索利用微
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新兴媒体样
态传递司法信息；中国法院积极参与
国际交流与合作，打开了司法对外开
放的新窗口。

景汉朝表示，中英司法圆桌会议
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两国司法交流进
入了制度化、机制化、规范化的发展
阶段。我们倡议进一步加强司法信息
的互换共享；共同搭建司法公开成果
的展示平台；继续深化司法与传媒关
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交流，为实
现司法与传媒的良性互动提供新的思
路。双方一致认为，这次司法圆桌会
议突出了问题导向，针对性很强，讨
论交流深入，取得了良好成效。

访英期间，景汉朝还会见了英国
司法部次长多米尼克·拉布，参访了伦
敦中央刑事法院和苏格兰最高法院，
并与英国最高法院前副院长霍普勋爵
就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访问瑞士期间，景汉朝会见了塔
尔玛协会主席、沃州高等法院法官艾
瑞克·勃兰特、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有
关人士和瑞士 RTS 广播电台的资深
媒体人，就新媒体时代法院面临的挑
战和新闻媒体如何报道司法等话题进
行了深入研讨。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静和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等随
团参访并在第二届中英司法圆桌会议
上作了专题发言。 （朱 健）

本报讯 （记者 周崇华） 近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固原
市委书记纪峥在固原市中级人民法
院、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调研时强
调，人民法院要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深化平安建设，加快推进依
法治区进程。

在实地察看了固原市中院立案信
访大厅和原州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审判法庭、文化长廊后，纪峥对固原
市两级法院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纪
峥指出，深化平安固原建设，要突出
抓好基层基础工作，深入开展矛盾纠

纷排查调处工作，维护社会稳定。提
高依法治市水平，要自觉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
维护公平正义。维护大局稳定，要深
入研判社会矛盾的新动向新特点，防
范控制影响大局的不稳定因素，形成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队伍建
设，要始终把讲政治、讲纪律、讲规
矩放在首位，建设政治过硬、业务过
硬和作风过硬的法院队伍。党委、政
府要支持法院工作，为法院工作开展
营造良好的氛围，帮助解决实际问
题。

景汉朝率团赴英国出席第二届
中英司法圆桌会议并访问瑞士

纪峥调研固原法院工作时强调

运用法治思维 深化平安建设

本报讯 （记者 郭春雨） 10月
15 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与吉林
大学举行全面深化合作签约仪式，商
定共建“吉林大学司法数据应用研究
中心”，推动实务部门与科研机构的深
化合作，提升司法改革决策科学化水
平，巩固、拓展司法改革成果。根据协
议，吉林高院2015年度从吉林大学法
学院接收 30 名研究生担任实习法官
助理。吉林高院院长王常松、吉林大
学校长李元元出席签约仪式。

据了解，吉林高院和吉林大学将
共建“吉林大学司法数据应用研究中
心”，以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为基

础，开展司法数据的搜集、整理、挖
掘和应用工作。该中心成立由吉林高
院和吉林大学领导组成的中心工作指
导委员会，负责审核批准中心的发展
规划，确定研究项目，组织项目招投
标，鉴定科研成果，审定人才培养计
划和培训工作方案，围绕司法数据展
开工作。

同时，根据协议，吉林大学每年将
推荐优秀学生到吉林高院实习，吉林
高院委派优秀法官进行业务指导。此
外，吉林高院与吉林大学还将通过多
种形式有计划地互派双方优秀职工到
对方单位进行挂职锻炼、授课和研讨。

吉林高院吉林大学就深化合作签约
共建司法数据应用研究中心 30名研究生任实习法官助理

近年来，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积极稳妥地审理涉老案件，通过开设绿色通道、简化诉讼流程、定期跟踪回
访、审执兼顾等方式，实行“三优先”原则，第一时间为老人维权提供司法服务。图为10月16日，该院法官为一起百岁
老人赡养案件开通诉讼服务绿色通道，全方位提供司法服务。 梅贤明 蔡林莉 许双燕 摄

本报讯 （记者 崔建民 通讯员
殷 真） 10月 16日，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政法委书记杨
福林在十师党委常委、副师长、政法委
书记刘宗江的陪同下，到位于兵团第十
师边境团场一八四团的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巴里巴盖垦区人民法院和什托洛盖法
庭考察工作。

杨福林察看了法庭立案大厅、调解
室、审判法庭，详细询问了法庭的人员
配备、收结案情况及审判效果。当得知
法庭只有 1 名办案法官，去年收结案
170 件，调撤率高达 98.8%时，杨福林
露出了赞许的笑容。陪同人员向杨福林
介绍说：“和什托洛盖法庭现只有 3名
工作人员，负责人殷真曾经是来疆的大
学生志愿者，后志愿扎根边疆留在了兵
团法院工作。”杨福林对这种家在内地
却能扎根西北基层的精神予以肯定，并
对法庭负责人殷真说：“你年纪轻轻就
负责一个法庭的工作，很了不起啊，一
定要做公正司法、体贴百姓、让人民满
意的好法官！”

杨福林考察兵团法院
边境法庭工作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记者 18
日从公安部获悉，在备受公众关注的
江西王林案中，办理此案的民警钟某
与王林前妻、情妇勾结，干扰办案，
企图为王林开脱，并收受王林前妻、

情妇贿赂。南方都市报记者刘某在跟
踪采访此案中，涉嫌参与了上述活
动。为依法公正办理此案，回应公众
关切，目前相关案件已由公安部直接
办理。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记者18
日从江西省公安厅获悉，江西警方在办
理王林案件中发现，办案民警钟某与王
林前妻、情妇勾结，干扰办案，企图为王
林开脱罪责，并收受王林前妻、情妇贿
赂。此案已由公安部直接办理。江西省公
安厅负责人表示，江西公安机关坚决服

从配合公安部查办工作，并对队伍中暴
露出的问题深刻反思，加强管理，严肃纪
律，坚决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另据记者 18 日从南方都市报获
悉，南都负责人表示，支持由公安部直
接办理此案，南都全力配合并相信公安
部门会依法调查、公正处理。

王林案办案民警涉嫌违法
犯罪案已由公安部直接办理

办理王林案件民警钟某
涉嫌违法犯罪被立案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