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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26 日上午 9 时，江
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 11 号法
庭，随着一声清脆的法槌声，由赣州中
院副院长赖彩明担任审判长的一起合同
纠纷案公开开庭审理。

今年以来，随着立案登记制改革和
修改后行政诉讼法实施等多重因素影
响，赣州全市法院新受理案件数量大幅
上升，未结案件数逐月累积。据统计，
截至 11 月 15 日，赣州中院新收案件
5447 件，同比上升 17.3%，未结案件
1819件，同比上升26.3%，执法办案任
务十分繁重。11 月中旬，赣州中院制
定了《“院、庭长百日集中办案活动”
的实施方案》，并决定全市法院在2015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6 年 3 月 2 日期间，
开展“院、庭长百日集中办案活动”。

《方案》要求，院长及其他院领导
（纪检组长除外）、审委会委员、县处级
审判员、庭长主办诉讼案件，且担任主
办案件的审判长。《方案》 对办案数
量、案件类型、审判组织、法律文书签
发等环节作出了具体规定，并明确参与
本次活动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将编印成
册，下发全市法院法官交流学习。《方
案》鼓励多办案、办好案，要求辖区基
层法院结合各自实际制定活动方案报中
院备案。 （温金来）

强力推进执法办案第一要务

赣州院庭长百日集中办案

辽宁省朝阳市素有“三燕古都”之
称。该市两级法院近年来从改进诉讼服
务中心的细微处入手，以提高干警司法
能力为抓手，完善人民法庭建设的每一
处细节，诠释了法院在“司法舞台”上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不断自我提升，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近日，记者来到朝阳法院一探究
竟。

一站式服务便民利民

不知道窗口在哪里？没关系，诉讼
服务中心大厅门口的箭头为你指明方
向。

不知道该去哪个窗口？没关系，导
诉员帮你找到要去的地方。

不知道办事人员联系方式？没关
系，大厅墙上有从院长到每一名普通干
警的办公电话、手机号码。

……
来到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诉讼服

务大厅，记者惊叹于该院诉讼服务中心
对细微处的追求。

“诉讼服务中心是人民群众接触法
院的‘第一站’，要让他们深刻感受到司

法为民的温度和速度。”一手打造出该
院诉讼服务中心的院长徐占顺道出初
衷。

“徐院长曾经在朝阳市多个基层法
院任职，从一名普通干警最终干到院
长。长期的基层工作经历，让他非常
了解当事人想要什么，诉讼中究竟存
在哪些问题，最终打造出了这个‘升
级版’的诉讼服务中心。”朝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政治部宣传处处长房志滨告
诉记者。

诉讼指导、信访接待、约见法官、
委托鉴定、申请执行……凡是诉讼服务
中涉及的，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服务做好了，当事人满意了，很
多小的矛盾都可以化解在萌芽状态。诉
讼服务中心当场立案，电脑立刻随机分
案，也有助于减少当事人的不信任
感。”双塔区法院立案庭庭长杨子辉表
示。

“我们现在和诉讼服务中心实现了
无缝对接。像离婚、民间借贷等简易程
序案件，立案庭只要一分案，我们就立
刻着手送达、传唤、定下开庭时间，很
多案件几天即可办完。我们庭今年已经
审理了 1600 多件案件，接近全院民事

案件的一半。不过，这样法官辛苦了一
些，我们庭一个法官月均办案超 30
件，有的法官一个月办案超过50件。”
说话间，该院速裁庭庭长王文成的手机
不时响起。

记者看了下时间，不到 15 分钟，
王文成至少接了3个电话，都和案件有
关。

采访期间，记者在大厅里看到一间
办公室门上挂着“立案庭庭长”几个
字。

“那是我的办公室。现在当事人想
找我，直接推门就可以，我现在成了全
院最没有秘密的人了。”看到记者的询
问的眼光，杨子辉调侃道。

“对于涉诉信访当事人，我们还在
大厅设置了院长接访室。书记员对信访
登记后，根据案件类型确定主管院领导
接访。防止接访的管不了，管得了的没
接访。”杨子辉补充道，“对于当事人要
求见法官的，导诉员登记并约定时间
后，法官在大厅里和当事人见面，从而
避免当事人奔波。看，那边就是法官约
见区。”

顺着杨子辉的手指，记者看到了三
三两两摆放的茶座，一名法官在和两名

当事人低声交谈。椅子是古朴的藤椅，
再配上小茶几、松软的靠枕以及绿植，
气氛恬静而温馨。

在诉讼服务大厅另一侧，记者看到
几名当事人在立案缴费。

“目前，银行工作人员也已入驻服务
中心，窗口有 POS 机，旁边就有 ATM
机，当事人可以直接刷卡或现金缴费，省
去银行、法院两头奔波。”杨子辉介绍道，

“而且现在诉讼费的缓减免退从立案庭、
办公室、院领导三头管理，到立案庭一个
部门负责，法院内部走环节。实现了小
额当场退、大额三个工作日退，避免了过
去诉讼费当场交，退费却不痛快，让当事
人为了百把块钱奔波几次，退费甚至不
如车费多的现象。”

重心下沉服务基层

“现在宣读派出所笔录……旁证人已
明确承认自己是拿自家镐出来的……”法
庭上，法官正在就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询问双方当事人。庭审气氛紧张而有序，
被告发言时，原告忍不住打断，当场被法
官制止。

⇨⇨下转第二版

古都法院司法为民的自我提升
——辽宁朝阳两级法院访谈录

本报记者 许 聪

本报讯 （记者 周崇华） 11 月
27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
大常委会主任李建华就宁夏法院多元化
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推进会作出重要批
示，要求全区法院与有关部门密切配
合，整合社会资源，多元主体参与，形
成化解矛盾纠纷的整体合力，切实维护
宁夏社会大局稳定。

李建华在批示中指出，近年来，宁
夏各级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
党委的部署要求，积极推动多元化纠纷
解决机制改革，不断加强与调解组织、
仲裁机构等联系对接，创建了“庭、

站、点、员”四位一体、法官村官双
助理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化解了
大量矛盾纠纷，为平安宁夏建设作出
了重要贡献。当前，各类社会矛盾复
杂多元，法院系统的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改革很有意义，也十分重要。全
区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改革创新，树
立现代化纠纷解决理念，完善诉调对
接机制，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
促进非诉纠纷解决方式更加便捷、灵
活、高效；要与有关部门（单位）密
切配合，整合社会资源，多元主体参
与，形成化解矛盾纠纷的整体合力。

各级党委、政府要大力支持，帮助解
决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中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工
作，切实维护全区社会大局稳定。

近年来，宁夏法院坚持以诉讼调
解为中心，积极探索多元化解决纠纷
的方法和途径，探索建立了特邀调
解、委托调解、法官村官双助理、交
通巡回法庭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取得了明显成效。2014 年以来，宁
夏法院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案
外化解矛盾纠纷29143件，占法院受
理案件总数的16.2%。

李建华就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作出批示要求

形成整体合力 维护大局稳定

□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 脱贫攻坚战冲锋号已经吹响 全党全国咬定目标
苦干实干 李克强讲话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本报杭州11月28日电 （记者
孟焕良）今天，浙江司法改革试点法
院第一批法官遴选入额考试在浙江法
官进修学院集中开考，来自全省 11
家试点法院的 99 名考生汇聚一堂，
接受考验。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齐奇到现场巡考。

为确保选人用人公信度，浙江高
院抽调若干工作人员担任考场监督
员，并邀请省委组织部、政法委等相
关部门领导巡考。

本次参加法官员额考试的既有
20 多岁的助理审判员，也有年届 50
的审委会委员、审判员。根据司改试
点工作方案，浙江采取“考试+考
核”的综合评定方式，除助审需要考

试入额外，近5年办案未满1年的审判
员以上人员也需考试入额。考试分为笔
试和面试两个环节，笔试内容紧紧围绕
审判业务，兼顾政治理论和法学基础理
论，试题由浙江高院统一委托第三方专
家命题。题型有选择题、判断题、简答
题和案例分析综合题等。

来自浦江法院的审判员曹德强提前
交卷第一个走出考场。对自己的答卷较
为满意，他说：“试卷涉及范围较广，
刑事、民事、行政、执行都有涉及，贴
近实际办案能力和司法实践经验，能够
较好测试法官业务水平。”

来自江山法院的“80 后”法官刘
建芬坦言：“题目比较难，说明自己要
学习的地方还不少。但作为年轻法官，

来日方长，入额压力也不是很大。”
为确保公正公平，阅卷工作当天

下午即开始。
本报讯 （记者 金 晶） 11月

27 日下午，贵州召开全省第二批司
法改革试点法院工作推进会。会议对
第一批试点法院司法改革试点工作进
行了总结，同时宣读了省司改工作领
导小组同意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等
5个第二批试点法院进行司法改革试
点的批复。贵州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温
杰出席会议并讲话。贵州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孙潮要求要在四个方面下功
夫，打通贵州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试点
工作“最后一公里”。

随着改革试点工作不断深入，深

层次问题不断显现。贵州高院要求
试点法院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改革
精神，着力在四个方面下功夫：一
要吃透中央改革精神。学习好、领
会好、运用好顶层设计的改革政
策，把中央和其他法院出台的对贵
州法院有借鉴意义的改革经验及时
推广。二要鼓励支持改革创新，
大力推动试点法院先行先试，倡
导稳扎稳打，多发现多总结，多
搞试点多做样板，多鼓励创新多
理解支持，促进“顶层”与“基
层”良性互动。三要学习借鉴改
革经验，善于将省内外第一批试
点的亮点结合本地法院实际研究
推广，并积极探索解决在第一批
试点单位中未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四要深耕各项改革重点任务，各级
法院、各部门负责人都要做司法改
革的明白人、促进派、实干家，努
力成为司法改革的行家里手。紧密
结合自己的改革方案，把贵州法院
司法体制改革继续往前推进，更好
地实现公平正义。

浙江：11家司改试点院法官入额开考
贵州：5家法院进入第二批司改试点

本版编辑 刘 曼 fyxw@rmfyb.cn

本报讯 （记者 潘 静） 11
月27日上午9时，甘肃省嘉峪关市中
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宗因安全
生产行政批复引发的行政案件。被告
行政机关负责人、张掖市甘州区区
长张玉林坦言，随着法治社会建设
进程的加快，公民因自身权益受到
损害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政府部门
完全理解并支持。作为人民政府，有
责任把相关证据和资料在法庭上展
示，让当事人了解政府工作的过程，
掌握事实的真相。

甘肃省从今年1月1日起在全省
实行行政案件异地管辖，并将从 12
月1日起由兰州铁路运输两级法院跨
行政区划集中管辖部分行政案件。目
前，全省已形成绝大多数一审行政诉
讼案件由被告所在地以外法院审理的
格局。今年1至10月，全省法院新收
一审行政诉讼案件 1705 件，同比上
升 47.8%，其中只有 259 件案件由被
告所在地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异

地管辖率为84.8%。
行政案件异地管辖畅通了行政纠

纷的法律解决通道，消除了人民群众
“行政案件告状难”“官官相护”的疑
虑，使其更加愿意通过行政诉讼这一
法治、理性的方式解决行政纠纷，保
障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异地管辖制度改革也让人民法院
挺直了“腰杆”，有法官表示，不论
在对案件的受理还是审理中明显感觉
到思想无负担，提升了人民法院司
法公信力。今年以来，甘肃高院行
政庭没有接到一起当事人反映行政
案件不立案的问题。

同时，行政机关败诉也不再是
新闻，进一步促使行政机关自觉依法
行政、规范执法行为。据统计，今年
1至10月，全省法院一审行政诉讼案
件行政机关败诉率比去年上升 5%。
同时，异地管辖法院大力推行便民诉
讼措施，没有因案件的集中管辖给当
事人增加诉讼负担。

甘肃行政案异地管辖率84.8%

本报讯 （记者 张之库 通讯
员 张 健）为进一步加强新闻发言
人队伍建设，提高新媒体环境下新闻
发布水平和舆论引导能力，11 月 25
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举办全省法
院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三级法院新闻
发言人、中院宣教处长等130余人参
加培训。

培训设置“人民法院信息化 3.0
时代新媒体应用”“法院微博舆情应
对策略及技巧”“如何做好新媒体环
境下人民法院舆论宣传工作”等三个

专题讲座，并推广了沈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组织实施新闻发布会和抚顺市中
级人民法院开展舆情引导工作的经
验。经过培训，新闻发言人表示对新
媒体环境下人民法院舆论宣传工作有
了新的认识，增强了新闻发布工作技
能和舆情处置能力。

今年以来，辽宁高院在全省积极
推行新闻发布制度，三级法院全部设
立新闻发言人，新闻发布工作取得新
进展。全省共召开新闻发布会 120
次，同比上升95%。

辽宁全省法院新闻发言人“充电”

第七届全球化时代犯罪与刑法国际论坛在京召开
论坛主题为“全球化时代的刑罚理论与实践”

为推进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强
化院、庭长审判职责，天津市高级人民
法院出台相关意见，规定了院、庭长要
带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新类型案
件，突出示范指导作用，同时明确了每
年院、庭长作为承办人审理案件的最低
数量，以及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的最低
数量。

图为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蔡志萍担任审判长，开庭审理一起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肇事方、受害
人、交强险投保公司、商业三者险投保
公司四方当事人在法院的调解下达成一
致意见。蔡志萍将两家保险公司合计2
万元的调解赔偿款交到受害人手中，各
方均表示感谢。

本报记者 祖先海
本报通讯员 赵亚峰 摄

本报北京 11 月 28 日讯 （记
者 唐亚南 通讯员 周可佩）今天
上午，第七届全球化时代犯罪与刑法
国际论坛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的
主题为“全球化时代的刑罚理论与
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终身
教授陈光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致
辞。来自俄罗斯、匈牙利、阿根廷
等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应邀
出席此次会议，共同探讨人权防卫论
的进一步发展。

本届论坛主席、中国政法大学何
秉松教授发表了题为“全球化时代的
刑罚理论与实践”的主题报告。何秉
松教授认为，从全球化时代来看，以
报应刑和社会防卫刑为代表的刑法理
论是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巩固社
会秩序为根本，把社会置于人之上，

忽视了人的价值，可能导致无限制的
刑罚。而全球化时代是人对自身、对
人与人的认识大大提高的时代，新的
时代要求刑罚要重视人权的重要价
值，向人道化、人性化刑罚转向。因
此，何秉松教授在 2006 年提出了

“人权防卫论”。
何秉松教授指出，“人权防卫

论”的唯一目的是防卫人权，刑罚应
以保卫人权为根本出发点，因此主张
刑罚必须是人道化、人性化的，同时
刑罚必须坚持中庸精神，做到公正、
适度、适中。

据介绍，“全球化时代犯罪与刑
法国际论坛”是目前国际范围内影
响力较大的犯罪与刑法的学术论
坛。本届论坛自 11 月 28 日至 11 月
30日举办，会期三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