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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数据多跑路 让公众少跑腿
——北京延庆县法院信息化建设推进司法便民纪实

宋 瑶

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法院紧紧围绕
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的现代化目标，
积极搭建各类信息化平台，以信息化
推进司法便捷化，不断满足社会公众
的司法需求，大大提高了公众对法院
司法工作的信赖。

扫二维码
轻松下载诉讼服务材料

延庆县法院以提升诉讼服务水
平，切实方便当事人诉讼作为出发点，
主动采用新技术，将诉讼须知、诉讼服
务指南、起诉书模板、授权委托书模
板、申请执行书样本各类文书格式制
成二维码，并将其印于相应的诉讼文
书上，同时存放于导诉台和立案大厅，
供当事人下载使用。

当事人只需用手机扫一下二维
码，即可登陆延庆县法院官网相应页
面，下载所需文书格式。

该技术与“北京法院APP”形成互
补，并进一步细化了二维码扫描软件
中诉讼文书内容，同时添加了法官提
示和文书写作要点说明，确保不具有
专业法律知识的群众也能自助写出比
较规范的诉讼文书；如果当事人不会
使用二维码技术，延庆县法院仍将为
其免费发放文书范本并指导填写。

亮名片
找法官不再是难事儿

2014年，延庆县法院通过诉讼服务
导诉台，主动向当事人提供该院自主设
计印发的法官名片，为当事人解决了“法
官难见事难办”的问题。

同时，该院还开通 12368 人工语音
诉讼服务平台，为社会公众和当事人提
供诉讼咨询、联系法官、查询案件、举报
投诉、意见建议等便捷、高效的一线通诉
讼服务。社会公众只需注册一个账号，
便可轻松连线法官。

案件分类
破立案难题

除现场立案外，延庆县法院立案庭
还推行邮寄立案和网上立案，立案人员
先通过网络和电话对不符合起诉条件的
案件进行释明和诉讼指导，待材料补正
后再通知当事人到立案大厅立案窗口办
理立案登记，免除当事人往返法院的奔
波之苦。

此外，该院根据案件类型的不同，
尝试推行类型化立案工作机制。该院针
对辖区内高发的十种案件类型进行分
析，总结出诉讼要点。针对十类案件的
立案条件、立案流程等做出详细规定，

并区分了不同案件类型，设计了相应的
诉讼服务指引材料，确保立案标准统
一。

此举一方面可以使法官通过类型化
的诉讼要点逐项查明事实，并对存在的
特殊情况进行适当补充，再通过操作意
见对法律适用的指引找到适用法条和裁
量标准，有助于提高调解效率；另一方
面，法官可以快速、准确并以相对统一的
标准进行诉前调解，使当事人清楚、明白
地看懂裁判文书。

文书上网
当事人打官司明明白白

过去，当事人打官司，案件进展到什
么程度，得托人打听；现在案件全部节点
信息，都能从网上查到。延庆县法院加
强对立案、审判、执行、信访各个环节的
信息化管控，通过网站、短信等渠道推送
从立案、分案到开庭、延长审限、结案等
各个节点的案件流程信息。

此外，自2014年1月1日起，延庆县
法院实现了能够上网的生效裁判文书全
部上网目标。截至目前，共上网公布裁
判文书6523份，仅2015年上半年，就公
布裁判文书 5562 份。公众只需打开北
京法院审判信息网，轻轻点击，便可纵览
裁判文书。

新媒体发布
了解司法信息足不出户

2013 年底，延庆县法院开通官
方微博和法官职务微博。作为新媒体
时代沟通社会公众和法院的信息平
台，该院官方微博设置了“信息速
递”“法院动态”“庭审微直播”“诉
讼提示”“法官心语”等主要栏目，
陆续发布法院工作动态、诉讼提示信
息、重大宣传活动等内容，通过图
片、文字、视频等网友容易接受的方
式宣传法院的各项工作、聚焦审判热
点焦点、展现法院干警的良好形象，
同时适时与网友进行线上线下的互
动，及时收集用户的反馈信息，及时
主动公开司法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
切，广泛传播法治精神。

2013年以来，延庆县法院通过网
络、官方微博等方式直播庭审 200 余
次，发布各类信息5000余条。庭审直
播让社会公众坐在家里便可了解庭审
现场，一方面确保公众有了更多接近
司法、了解司法的途径和机会；另一方
面，还有助于加强社会各界和广大人
民群众对法院的监督，促进司法公
正，提高司法工作质效，让司法经得
起公众的检验。

图①：原告宣读诉状。
图②：被告积极组织答辩。
图③：证人出庭作证。
图④：法官组织双方当事人

庭下调解。
图⑤：庭审结束，群众向法官

咨询法律问题。

10月15日，对于云南省富源县富村镇
古木村的村民来说，是一个零距离接触庭
审的日子。富源县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到
来，为全村600多村民上了一堂生动的法
制课。

在古木村村委会，法官审理了一起胡
某诉被告卢某甲、卢某乙林木产权纠纷
案。两被告系同父异母的兄妹。在卢某乙
的母亲去世后，原告胡某的母亲吴某带着

已生育的子女于 1966 年与两被告的父亲
卢某又组合成新家庭，即形成了继父母、继
子女、继兄弟姐妹的关系。

吴某、卢某先后去世，几个继兄妹之间
的关系逐渐疏远，近来因其父亲生前购买
的一片树林发生了纠纷，最终诉至法院要
求分割树林的所有权。

法庭审理后，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未
能达成一致意见。法庭将择期进行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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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日，山东省茌平县人民法院“平安特派员”来到茌平县北关小
学，为全校师生作法制报告，由此拉开了“2015 年秋季法制报告会”的序
幕。图为报告会上，平安特派员被聘任为该校法制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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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试水问题 总结工作经
验 启发全省推动

9月底，南京中院对整个人民陪审
员选任工作进行了及时总结。“南京此
次人民陪审员选任范围广、工作实、影
响大、效果好。选任工作的具体做法、
成功经验可供全省法院尤其是其他试
点法院学习、参鉴。”江苏高院党组成
员、政治部主任徐清宇说。

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随机
抽选给选任工作带来了较多不确定因
素，候选人信息不完善给资格审查工
作带来困难，启动两次随机抽取反映
出人民群众对陪审员制度还缺乏全面
了解，候选人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动机
各异，较为复杂。还有南京此次 11
个区提请任命的候选人区域分布不够
平衡，其中浦口、六合等4个原为郊
县的区合计只有 44 人，仅占总人数
的 7.37%。这其中有随机抽中者高中
以下学历较多的因素，但也包括这 4
个区离主城区相对较远，在征求候选
人意见时，不少人以路途遥远、参审
不方便为由，不愿意担任陪审员。

此次采访中，南京中院副院长王
明新和鼓楼法院政治处主任夏雯都谈
到了一些遗憾：“也有不少市民很愿意
参与，特地到法院来打听，但随机抽取
没有被摇上。特别是第一次被抽中而且
参与热情很高的选民，第二次抽取时无
缘最终入围，这的确是特别遗憾。”

同时，他们已着手思考着“如何
最小化选任工作留下的种种遗憾，如
何一体化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参审以
及管理等工作”。

“严格按照试点方案组织实施，规
定动作不走样，摸索创新有考量。”江
苏高院法官管理处概括此次南京试水
的特点。“借鉴南京经验，全省有的试
点法院已经在考虑从符合条件的常住
人口中随机抽取人民陪审员，同时根
据人民陪审员选任条件，设置一定的
排除程序，以减少很多不确定因素等
等。”

广泛宣传“接地气”群众
关注度参与度增加

10 月 14 日，盐城市首批 270 名
人民陪审员名单网上公示正式截止，
并已提请该市人大常委会等待正式任
命。记者了解到，盐城中院人民陪审
员选任改革于9月底全面推开，明确
面向社会选任270名人民陪审员，其
中普通陪审员220人。普通陪审员候

选人从符合条件的本市常住居民名单
中随机抽取产生。

盐城中院人事处处长陈健介绍，
盐城市委、市人大高度重视选任工作，
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了《盐城市人民
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
陪审员选任工作的实施办法》，作为人
民陪审员选任的规范性文件。同时盐
城市委专门成立人民陪审员改革试点
工作领导小组，市人大常委会牵头成
立人民陪审员选任委员会，为人民陪
审员选任和改革试点的推进提供组织
保障。

“此次选任，我们从本市符合年
龄、学历两项要求的常住居民名单中
随机抽选了 2500 名候选人。资格审
查之前又进行了初步筛选，排除有法
律工作背景、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人员，以及被开除公职、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等人员，共
筛查剔除了不符合要求的212人，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格审查的成功
率。”陈健介绍说。

采访中试点法院都谈到这么一
点，由于采取的是面向社会的随机抽
取方式，“宣传发动尤为重要，而且
宣传方式上要更接地气。”

南京中院宣传处负责同志介绍了
此次全媒体的宣传攻势：“目的就是
让南京市民短时间内增加知晓度，了
解人民陪审员工作。我们除了围绕选
任工作举办新闻发布会、通过各级媒
体和网络宣传，还在人流密集的地铁
站播放介绍陪审员工作的电视短片，
发放人民陪审员宣传手册。”

记者获悉，此次选任工作开始
前，盐城中院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过新闻媒体及本院官方网站、微
博、微信等多种载体进行广泛宣传，
增加民众对改革试点工作的知晓度、
关注度和参与度。对进入初步候选名
单的人民陪审员，通过 EMS 专递预
先向每一名待审查候选人邮寄一份加
盖中级法院印章的宣传单，让其提前
了解本次陪审员选任工作的要求和程
序，以保证资格审查的顺利进行。

采访中还了解到，同为此次试点
法院的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无锡
市南长区人民法院的选任试点工作正
在迅速推开。吴中区法院目前正分批
组织合适候选人观摩法院庭审并征求
候选人意见，其后将从中再次随机抽
选确定 80 名人民陪审员，从而法院
陪审员队伍将增加至 200 人。“增加
后的陪审员人数和员额法官的比例会
达到 5∶1，符合试点方案的要求。”
吴中区法院院长钟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