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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管辖改革布局业已形成

广东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最高法院拓宽选人渠道优化队伍结构
从全国部分高中级法院公开遴选的7名法官正式到位

本报北京 10 月 20 日讯 （记者
沈 荣） 今天，于同志、邢海莹、张
艳、汪军、郭载宇、绳万勋、彭锐等 7
名法官到最高人民法院报到。他们是从
全国部分高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遴选而
来，其中，刑事审判岗位4人，民事行
政审判岗位3人。

条件严格：办过大要案优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
法官逐级遴选制度，上级人民法院的法
官一般从下一级人民法院的优秀法官中
遴选。为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进一
步拓宽选人渠道，优化队伍结构，今年
4月，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研究决定，面
向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和部分中级人民
法院公开遴选8名审判员。

此次公开遴选在资格条件设置上更
加注重人选的专业素质、办案能力和
审判经验，要求具有8年以上相关审判
工作经历，有办理大要案经历的优
先；同时，在遴选过程中强化专业能
力评审，确保把地方法院的优秀法官
遴选出来。

程序规范：核实个人事项报告

遴选公告发布之后，各地报名踊

跃，社会反响热烈，全国共有 62 名同
志报名。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组织相
关审判部门资深法官分别组成刑事、
民事、行政三个专业评审小组，以

“背对背”方式对遴选人员的裁判文
书、审理报告及调研成果等进行综合
评审；邀请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院领
导、审判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及外请中
组部专家和人大代表、法学学者代表
等 14 人担任考官，组织进行集体面
谈。通过两轮专业能力评审，对人选
的专业素质、审判经验、心理素质、
职位匹配度等进行全面评估，确定差
额考察人选。考察工作切实贯彻好中
选优、优中选强的原则，采取差额考
察和延伸考察相结合的方式，查阅人

选个人档案和业绩档案，就个人有关
事项报告进行核实，增强考察针对
性，防止失真失实，最终确定了7名遴
选人选。

宁缺毋滥：计划招8人实招7人

与公告中确定的 8 名审判员相
比，减少 1 个遴选名额。主要原因是
本次遴选较以往更为严格，其他人选
尽管也很优秀，但与岗位要求存在一
定差距，经慎重研究，减少了 1 个遴
选名额。7名人选中，2人具有博士学
位，5人具有硕士学位。6人来自高级
人民法院，1名来自中级人民法院。平
均年龄 42.7 岁，平均从事审判工作 14

年。
其中，绳万勋曾担任刘汉、刘维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一审审判长，在
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克服困难完成
审判任务，曾被评为 CCTV2014 年度

“法治人物”，被中央政法委评为“模范
公务员”。于同志具有北京市委政法
委、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等多部门工作经历，曾参
与“大兴摔童案”等重大案件的审理。
其他人选也多具有多岗位工作经历，审
判工作经验丰富，综合调研能力强，多
次立功受奖等特点。

新人感言：公正办好每一案

绳万勋接受记者受访时说：“要为
最高人民法院点赞。这次遴选既符合司
法改革的要求，也符合司法规律。遴选
程序非常严，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
尤其突出了实际办案经验，强调司法能
力。”

于同志表示，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是法律人的职业理想，通过遴选实现了
这一理想，内心十分激动。同时也感到
责任重大，要加强自身学习和修养，提
升综合能力，认真工作，严格要求自
己，接受各方监督，确保自身廉洁，公
正办好每一个案件。

10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
博团队来到清河法庭，近距离观察这个
地处天津、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派出的“飞地法庭”，感受法庭干警

“守一方飞地，保一方平安”的为民情
怀。

清河法庭是全国第一个由中级法院
设立在特殊地区的法庭，主要受理、审
判清河地区 115 平方公里内发生的刑
事、民事及减刑假释案件，在仅有3名
法官的情况下，法庭干警年平均审结案
件2000余件。

图为法官与人民陪审员开庭审理一
起减刑假释案件。

赵 岩 苏 振 谢伟辉 摄

苏州强化老年人权益司法保护
年均审理涉老案件上万件

本报讯 10 月 19 日，在“重阳
节”即将来临前夕，江苏省苏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
该院《关于进一步发挥审判职能切实
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实施意见（试
行）》的有关情况。

据了解，苏州市已经进入老龄化
社会阶段，全市 60 岁以上老年人已
占全市总人口的 24.08%。随着社会
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涉及老年人的

各类矛盾和社会问题日渐突出，近年
来，苏州两级法院每年审理涉老纠纷案
件达1万件以上。

据苏州中院民四庭庭长包刚介绍，

《意见（试行）》分为5个部分，共18
条，要求全市法院通过开辟绿色通
道、完善导诉服务、加强巡回审判、
强化诉调对接等途径，为老年人依法

维权提供便利，并对全市法院如何
依法妥善审理涉及老年人居住权、
劳动权、财产权以及精神赡养、婚
姻自由、居家养老等方面的纠纷提
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

同时，针对赡养和继承析产
纠纷在涉老纠纷中占比较大的情
况，该院还现场发布了 5 起相关
类型的典型案例。

（宋华俊）

本报广州10月 20日电 10 月 19
日，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第九
法庭，某五金制造有限公司诉新会区人
社局及区政府的一宗行政案件公开开庭
审理。敲响法槌的是江海区人民法院法
官龚展泽。

行政庭法官异地开庭，对江海法院
来说已成为新常态。2014 年 12 月开
始，江门市的6个区中，除江海区外的
5个区，行政一审案件全部改由江海法
院集中管辖，而江海区自身的一审行政
案件提级至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这项实践被称为“史上最彻底的行政
案件管辖改革”。

早在2013年4月，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部署，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
江门法院率先试点开展行政案件相对
集中管辖改革，江门辖区内蓬江、新
会、开平3个基层法院为相对集中管
辖法院，管辖全市原基层法院受理的
所有一审行政案件。到去年 12 月，
成功“三家归一”。

龚展泽告诉记者：“本来集中管
辖，行政案件都在江海法院开庭。可

当事人不方便，我们就辛苦点，到各
地巡回开庭。”集中管辖以来的10个
多月，江海法院行政庭的法官已经为
此多跑了8000多公里。

近年来广东法院积极探索行政审
判体制改革，从相对集中管辖再到集
中管辖，目前已有 5 个 （江门、湛
江、深圳、珠海、广铁）地区获批试
点行政案件集中管辖，另有9个中院
正调研论证拟开展试点，“民告官”
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问题正在被
破解。 ⇨⇨下转第四版

本报南宁 10 月 20 日电 （记者
沈 荣）今天上午，由最高人民法院刑
一庭和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主办，中国
法官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以及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的“办
理家庭暴力刑事案件专题培训班”在南
宁正式开班。

据介绍，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家
庭暴力的司法应对，并于今年 3月 2日
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联合制定了《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
罪案件的意见》，编辑出版了《家庭暴
力犯罪案件司法政策理解适用与案例
指导》 作为审判指导用书，多次举办
业务培训班、发布典型案例。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还积极利用国内、国际
资 源 推 进 反 家 暴 工 作 的 深 入 开 展 。
2012 年，在外交部与最高人民法院外

事局的协调下，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
与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合作开展了

“家庭暴力的司法应对”项目，并选定
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法院作为反家暴联
动机制试点，取得了宝贵的实践经
验，被称为“莆田经验”向全国推
广。今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又选定南
宁中院等9家法院为第二批反家暴试点
法院。此次培训是推进南宁市开展反
家暴联动机制试点工作的重要举措。

本次培训为期两天，来自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
及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澳大利亚维
多利亚州治安法院的专家将为学员们
进行讲授。广西高院、南宁市反家暴
联动机制试点各成员单位以及全国部
分反家暴试点法院的代表共计160余人
参加培训。

办理家暴刑事案件专题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10 月 19 日，最高人
民法院副院长贺荣会见了澳大利亚
联邦法院大法官史蒂芬·拉尔司一
行。贺荣向客人介绍了我国海事审
判的相关情况，并就进一步加强中

澳双方在海事海商和国际仲裁领
域的合作与客人进行了交流。

史蒂芬·拉尔司一行是应邀
来华参加第八届海商法国际研讨
会的。 （周玲玲）

贺荣会见澳大利亚客人

本报讯 （记者 周崇华） 10月17日，宁夏回
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
习会，专题学习中共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法院

“用公开促公正 建设核心价值”主题教育活动工作
部署、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人民法院工作中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若干意见》。自治区
高院院长李彦凯要求各级法院充分发挥规范、指
导、评价和引领社会价值的重要作用，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狠抓执法办案第一要务。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法院“用公开
促公正 建设核心价值”主题教育活动工作部署、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人民法院工作中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若干意见》，宁夏高院日前
联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台了 《“用公开促公正
建设核心价值”教育活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方案》从全面深化司法公开、依法惩
戒失信被执行人、依法严惩危害公共安全和暴力伤
医犯罪、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保障劳动者合法
权益、加强环境司法保护力度、加强婚姻家庭案件
和行政案件审理等 10个方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方案》还要求各级法院积极创设培
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探索培育和践行
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形式，将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与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相结合，与审判执行相结
合，与“崇法厚德、致公为民、凝心聚力、务实卓
越”的宁夏法院精神和争做“让党放心、让人民满
意、让法律增辉”的好法官相结合，与“司法能力
提升工程”建设相结合，与法院文化建设相结合，
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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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开展“用公开促公正 建设核心价值”主题教育
活动的工作部署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人民法院
工作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若干意
见》的精神，宣传报道人民法院在主题教育活动中
的经验和做法，以及干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先进典型事迹,本报自今日起开设“维护
公平正义 建设核心价值”栏目，敬请关注。

■为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拓宽选人渠道，优化队伍结
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研究决定，面向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和部分
中级人民法院公开遴选8名审判员

■此次公开遴选在资格条件设置上更加注重人选的专业素质、办
案能力和审判经验；同时，在遴选过程中强化专业能力评审

■通过两轮专业能力评审，对人选的专业素质、审判经验、心理
素质、职位匹配度等进行全面评估，确定差额考察人选。最终确定
了7名遴选人选

“飞地法庭”为民情

本报乌兰察布10月20日电 今
天，“重阳节”前夕，内蒙古自治区
化德县人民法院立案庭、民事审判
庭、政工科、研究室等部门的法官组
成法制宣传队，驱车 20 余里路，深
入到老年农牧民聚居的德包图幸福
院，开展法制宣传活动。

干警们向老年人发放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继承法、老年人权益保护知
识问答等法律宣传资料200余份，就
老年人关心的赡养、探视、遗产等问
题，接待咨询群众 30 余人次。立案
庭法官还在活动现场，向老年农牧民
们介绍了该院涉老案件“五优先”便
民绿色通道：对涉及老年人的案件优
先立案、优先排期、优先送达、优先
接待、优先解答；“一减免”措施：

对生活确有困难，交不起诉讼费的老年
当事人，一律予以减免诉讼费用，确保
他们打得起官司。听到法院对老年人有
这么多优惠措施，活动现场不时响起热
烈的掌声。法官们还面对面倾听了老人
的心声，询问了他们的生活困难，为他
们送去节日的祝福，并为他们排忧解
难。

75岁的孟里尔激动地说：“我儿子
外出打工已经三四年没回来了，谢谢法
官给他打去电话，我今年终于又能见到
儿子和孙子了。”

化德法院的此次普法活动，受到了
老年农牧民的欢迎，弘扬了中华民族尊
老、爱老、助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增强了
老年人的法律维权意识，营造了关爱老
年人的良好氛围。 （吕晓霞）

化德法院“五优先”办理涉老案件

近年来，山东省宁阳县人民法院为老年人开辟绿色通道，针对涉老年人
案件特点，采取上门立案、巡回审判、先予执行等举措，积极维护老年人权
益，广受好评。图为10月19日，该院干警到两位老年当事人家中进行立案
和现场调解工作。 张鸿洁 杜晓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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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召开司法警察警务技能展示大会
本报辽源10月 20日电 今天上

午，吉林全省法院司法警察警务技能展
示大会在辽源市东丰县召开，演练技
能、提高本领、锤炼作风、展示风采。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常松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上，来自全省各级法院的600名

司法警察阵容整齐、动作规范、士气高
昂、振奋人心，表演了擒敌拳、突发事
件处置、擒敌技术、防暴棍、警棍盾牌
操、反恐与防暴处置、防暴队形等技
能，展现出吉林法院司法警察过硬的业
务素质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孙 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