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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诉讼渠道 消除“官民”隔阂
——山东淄博临淄区法院行政诉讼工作纪实

成志宇

““法行基层法行基层””好新闻竞赛好新闻竞赛
“难忘法官敬老情”

——乌市沙依巴克区法院涉老合议庭办案速记
本报记者 王书林 本报通讯员 缪晓丽 潘 虹

最大的技巧是兼顾双方利益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助
理审判员 熊怀丽

本栏目邮箱：

yxfxjc@163.com

欢迎踊跃来稿

“法官、法官，你快点来现场看
看，原告将房屋紧锁，不让我们进
去清点受损物件，我们怀疑原告可
能想扩大损失，把没有打湿的物品
淋湿!”早上刚进办公室，就接到这
样一通电话。

听完被告一阵慌乱地叙述，我打
开电脑一看，原来这是定于半个月后

开庭的一起房屋漏水侵权纠纷。
考虑到被告的心情，看完卷宗我便

联系了原告方，然后和书记员驱车来到
漏水现场，心想先看看情况，如果能调
解，对谁都好。

这是一处堆满了丧葬用品的小门
面。好不容易找到下脚的地方，我们对
现场进行拍照取证，然后向双方询问案
件相关情况。

或许是双方的委屈都憋得太久，现
在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高声地争论
与辩解成了现场的主旋律。

本想在现场进行的第一次调解草草
收场，不过我却有一个意外的小收获
——该漏水处的实际经营者与原告起诉
的不符，该房屋存在多次转租情形。

第二天，我与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背
对背地沟通，摸清了案件所涉房屋的所
有权人、转租方、二次转租方和三次转
租方等有用信息，以及双方的调解底线

和差距。
案件正式开庭审理那天，一走进法

庭，眼前的情形让我感觉到好像是暴雨
将来。原告与两名律师面前堆放了 50
多张现场照片和一大堆证据材料，被告
两人及其代理人在法庭外堆放了一大堆
白色毛巾，对我说那是物证，然后就和原
告一样面无表情地坐下来。

为了不激化矛盾，我决定先开庭。
待双方一番陈述、辩论后，情绪也渐渐
缓和了下来。看到案件还有调解的可
能，我遂宣布暂时休庭，并单独将两被
告方当事人带到会见室，给他们仔细分
析了案件所涉法律问题、司法鉴定程序
及相关费用成本。

听了我客观的分析，两被告陷入了
沉思。

见此情形，我趁热打铁：“你们都
是生意人，时间就是金钱。天天往法院
跑，费时耗力，会不会影响你们的生

意？而且你们都是邻居，大家低头不
见抬头见，如果天天都是横眉冷眼相
对，自己心里也会不舒服吧？”

两被告认同地点了点头，我知道
调解时机成熟了。

于是我又去找原告做工作。半小
时、一小时……一番释法析理，原、被
告双方终于握手言和。

当被告把赔偿金交到原告手里，
并说了声“对不起，我们还是好邻居”
的时候，在场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
微笑，我也大大地松了口气。

回到办公室，我想，这个案子的
调解，如果非要说有什么技巧，无外
乎就是为双方的利益着想，充分了解
双方的意愿，把握当事人心理，找准
纠纷症结，抓住化解双方矛盾纠纷、
保护双方利益的平衡点！

钟丽君 唐 诗 整理

近日，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
法院向社会通报：2015 年 1 月至 9
月，临淄区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
209件，相比去年全年70件的行政案
件量呈现井喷式增长。面对行政诉讼
案件数量骤增、案情复杂多变的实际
情况，该院在行政法官人数不变的情
况下，积极应对，畅通渠道，打造

“民告官”诉讼2.0新时代。

敞开“民告官”立案大门

日前，临淄的曹先生向国土部门
申请公开自己承包的土地规划、土地
征收、补偿标准、国务院或省政府土
地征收批准文件等相关信息。国土部
门口头告知曹先生所申请的信息不存
在，并让原告在其提交的信息公开申
请表的空白处填写“没有上述文件”

“服务好”等字样。
曹先生认为国土部门没有按照自

己要求的方式提供合法有效的信息，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的相关规定，故提起诉讼。
临淄区法院受理后，宣判国土部门应

该对曹先生的申请履行法定职责，并承
担诉讼费。

“从今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行
政诉讼法中规定，变行政诉讼收案审查
制为登记制，这也使得行政诉讼案件呈
井喷式增长。”临淄区法院行政庭庭长
说，“今年1至9月，法院受理一审行政
诉讼案件是去年全年的3倍。这些数据
也表明在一定程度上行政诉讼立案难的
问题得到了解决。”

“官民”面对面 拉近双方距离

据悉，自今年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以
来，临淄区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出庭应诉
率也大幅攀升，在临淄区法院已开庭审
理的167件行政诉讼案件中，共有152
件案件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出
庭应诉率达91%。

这背后离不开临淄区法院的大力
宣传。该院通过专题书面汇报，主动
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新行政诉讼法
的新要求。同时，做好贯彻落实工
作，在向被诉行政机关发放开庭传票
的同时，发放行政机关负责人应诉通

知书，明确要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积极引导行政机关负责人履行举
证、质证、答辩职能。

该院院长张维鹏说：“通过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与行政相对人面对面交
流，消除政府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隔阂
和误解，拉近双方距离。这不仅落实了
监督互动联席会议制度，统一行政执法
标准和司法裁判尺度，还增强了行政机
关依法行政的公信力和人民法院司法监
督的权威性。”

多举措化解矛盾纠纷

“因土地补偿问题，我们反映多次
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最后不得不起诉到
法院，要求当地政府给予赔偿。法院受
理以后很快判决下来，我们也拿到相应
的款项。”近日，临淄区的王女士拿到
自己应得的 20 万元土地补偿金，直言
表示这是意外的幸福。她说，没想到

“民告官”能赢。
为了应对疑难复杂的行政诉讼，

该院采取了各种措施化解纠纷，注重
源头预防是先决条件。该院会同临淄

区法制局开展行政执法人员业务培
训，促进其行政执法能力的提升和
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对于矛盾尖
锐、政策性强、涉案人数众多的纠
纷，提前介入，积极进行诉前协
调，防止事态扩大。

同时，该院重视释法说理。利用
“圆桌”这一载体，开展庭前释明、
庭中授法、庭后答疑等，促进当事人
正确理解案情。针对不同的当事人，
灵活采用不同的工作方法予以释法说
理。除此之外，法官把握不同案件的
具体情形，逐案研究对策，采取恰当
的协调方式，增强协调和解的效果。

该院还建立与行政机关的定期座
谈交流制度，实现了信息资源共享和
观点交流互动。对敏感性、导向性、
群体性案件，及时向临淄区委、人大
汇报，邀请相关部门参与协调，形成
化解合力，确保取得最佳效果。

数字无语，掷地有声。截至2015
年9月底，该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209
件，结案181件，结案率为86.6%，案件
服判息诉率达90%以上。

【河南尉氏县法院】

集中审理食品犯罪系列案件
本报讯 10月12日至14日，河南

省尉氏县人民法院集中审理了6起涉
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犯
罪的系列案件，并当庭作出判决，判处
鲍某某等6人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食品罪，并给予有期徒刑及罚金处罚。

受理该6起案件后，尉氏县法院依
法成立了专门的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
集中公开开庭审理，并联系了电视台等

媒体进行宣传报道，以增强案件庭审的
警示教育意义和法治宣传效果。

庭审中，6名被告人当庭认罪，对
销售假冒食盐的行为表示了深刻反
省。尉氏县法院通过对食品安全违法
犯罪的集中公开审理，警示了食品安
全违法犯罪行为，教育了违法犯罪分
子，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权益。

（于占超）

10 月 16 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秋风瑟瑟，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一楼
大厅却是暖意浓浓。重阳佳节来临之
际，该院组织了一个小型案款发放仪
式，将姜章海、魏书启、付德兰等9位
老人的案款，发放到他们手中。当事
人付德兰老人拉着承办法官袁蕾的手
久久不放：“岁岁又重阳，难忘法官敬
老情。衷心感谢人民法官为我们这些
老人们主持公道，真心谢谢你们！”

今年 4 月初，沙依巴克区法院涉
老合议庭受理了一批老年人诉乌鲁木
齐大鹏有限公司房屋所有权纠纷案。
9位老年人中，年纪最大的82岁，最小
的70岁，都是大鹏公司的退休工人。

案子缘于2008年初。大鹏公司为
单位职工集资建房，姜章海、魏书启、付
德兰等9位老人对公司集资过程中的
违规行为提出了质疑，双方产生矛盾，
多次发生冲突。房屋交付后，公司一直
未给这几位老人办理房屋产权证。

姜章海、魏书启、付德兰等9位老
人一商量，决定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沙依巴克区法院涉老合议庭受理
该案后，承办法官们打开“便老诉讼绿
色通道”，热情接待，仔细听取了他们遇

到的困难和眼下的诉求，耐心地为他们
讲解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引导他们按照
诉讼程序起诉，进入审判流程。

案子立了，为了便捷高效地化解纠
纷，办案法官们几经上门动员，在原、被
吿之间反复调解，均未能达成协议，遂
组织9位老人9案同时开庭、同时宣判、
同时发放判决书，不让一位老人落单，
不让老人们为诉讼多跑一趟路。

判决生效后，法院通过强制执行，
为9位老人办理了房屋过户登记。

对于办理过户手续时产生的产权
证公告等费用，原告9 位老人认为应
当由被告大鹏公司承担，双方再次发
生了讼争。老人们又一次将大鹏公司
诉诸法院，索要办理过户手续产生的
费用。

法官们与被告大鹏公司沟通，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动员他们放下成
见，自动履行。10月16日，大鹏公司
将案款交到了法院，该批案件终于得
以化解。

霜叶知秋，又临重阳。如今，在乌
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扬子江街道，传
扬着沙依巴克区法院爱老护老的办案
故事，各族群众纷纷赞誉法官们拥有
一片敬老深情。

近日，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
庭法官来到辖区会埠镇村头村，以巡回法庭的形
式开庭审理了原告熊某某诉被告雷某某离婚纠纷
一案。

经过承办法官的了解，婚后，原告熊某某因交

通事故导致颅脑损伤并发严重运动性失语，日常生活
都需依赖他人。原告的母亲作为其法定代理人，认为
被告雷某某在原告受伤后疏于照顾丈夫，导致夫妻感
情产生裂痕，已无和好可能，并提起诉讼。

在村部巡回现场，承办法官耐心地听取了原、被

告的意见，细致地为双方当事人做调解工作，向当事
人以及其亲属解释相关法律。承办法官还邀请当地村
委会和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全程参与旁听、调解，向他
们了解当事人家庭情况，综合考虑案件具体情形。最
终案件调解解决。

图①：法官做庭前准备工作。
图②：巡回审理庭审现场。
图③：邀请当地村干部参与

案件调解。
图④：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

签字。

10月19日，在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
嘴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的“公众开放日”
活动中，市委党校
干部培训班的 70
名学员通过实地参
观、听取讲解、旁听
职务犯罪案件庭审
等，接受法治教育
和警示教育，提升
运用法律思维做好
工作、化解矛盾的
能力和水平。图为
学员们在听取讲解
员介绍。

尤兆林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上接第一版
2014 年 11 月，湛江经济技术开

发区法院集中管辖试点方案获批；今
年3月，广州铁路两级法院集中管辖
广州市行政案件改革试点方案获批；
随后深圳、珠海两地试点方案获批。
其中，广铁法院作为省直属单位，与
广州市行政区划相分离，这也是探索
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
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
司法管辖制度的有益尝试。6 月 30
日、9月30日，深圳、珠海中院分别
正式启动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试
点，广东全省范围的行政案件集中管
辖改革布局业已形成。

统计数据显示，江门地区开展
集中管辖工作两年来，受理基层一
审行政案件与前两年同期相比增长
了 31.4%，二审改判率减少约一半。
今年上半年，江门一审行政案件上
诉率同比下降了16%，行政机关败诉
率则提高了近3倍。湛江开发区法院
试点以来，服判息诉率达87%，发改
率为零，申请再审率为零，且无一
超审限办理的案件，案件质效明显
提高。

为方便群众参与诉讼，集中管辖
法院开展巡回审判，江海法院专门制

定《关于行政案件巡回审判工作的实
施细则》，在开庭前向原告送达《开
庭地点征求意见书》，力促当事人对
行政诉讼的态度从信访到信法逐步转
变。2014 年 12 月实行集中管辖以
来，截至今年 10月 20日，江海法院
巡回审判率为24%，当事人要求巡回
的案件百分之百实现巡回。

此外，各地行政首长出庭应诉
增多。近两年，江门市共有125件行
政案件由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其
中有 50 件是由一把手出庭，更有一
名副市长出庭。湛江也已实现一把
手出庭的“零突破”，截至今年上半
年，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行政案件
达12件。

此外，集中管辖法院与当地党
政机关创新合作形式，联合出台

《行政应诉工作规则》；共建以依法行
政为主题的教育实践基地；深入行政
机关办讲座，传递法治理念。

广东高院继续稳步推进行政审判
体制改革，集中管辖改革成效显著，
今年前三季度，全省办结行政案件
12273件，同比增加 13.22%；一审行
政 案 件 判 决 行 政 机 关 败 诉 率
17.49%，同比增加4.81%。

（潘玲娜 林劲标）

本报讯 今年以来，内蒙古自治
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坚决贯彻
落实司法为民各项措施，深化“千名
法官下基层”机制，积极推进审判工
作下基层，实地审判、即时调解、及
时执行，有效减轻了群众讼累，提高
了诉讼效率。

该机制与“人民法庭建设年”活动
相结合，不断加大对基层法庭的业务
指导力度，多次深入成吉思汗镇、大雁

镇、奋斗镇及扎赉诺尔人民法庭等地
开展审判工作，取得了良好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与全面开展大调解相结
合，有效运用公序良俗和基层群众容
易接受的方式及时化解纠纷，实现案
结事了人和；与法治宣传教育相结合，
在化解矛盾纠纷的同时，积极开展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宣传，营造良
好的法治环境。

（王晓东）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中院】

“三个结合”推进审判下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