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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借力信息化 风起好扬帆
本报记者 贾明会 本报通讯员 刘争远 艾 晖 郭 敏

榆林，地处陕西最北端。在这片深沉的黄土地上，信息化的热潮已然掀起。近年来，陕西省榆林市两级法院开阔视
野，扎实推进信息化在诉讼服务、司法公开和审判管理中的发展，不断深化信息技术应用，将其作为强化便民服务、提
升审判质效、推进司法公开的重要方式。

榆林市清涧县人民法院办公室秘书小王
以前每天都要楼上楼下跑十几次，向院领导
和有关人员传送文件。如今，小王只要点点
鼠标，就能把文件网传给相关人员，并且文件
的流传节点、批示和办理情况都随时掌握，省
却了很多麻烦。

从2012年起，清涧县法院先后建成并开
通法院三、四级专网，完善了覆盖基层法庭的
信息网络系统，建成了网上办公办案系统，实
现了无纸化办公办案，同时还建成了 2个科
技法庭、远程视频会议、远程提讯、远程接访、
审委会会议、违法违纪举报系统。 2014 年
起，该院全面实施网上办公办案，文件处理、
通知发布、信息简报传阅等全部通过法院内
网平台进行办理；出差、用车、请假、物品领用
等审批，以及办公用品的申领，轻点鼠标即可
完成；案件自立案至审结归档全部通过审判
流程管理系统流转完成，全程留痕。信息化
技术已渗入到审判执行工作的每一个细节，
使各项管理更加科学，审判工作透明度大大
加强。

“信息化建设不仅使我们从一大堆纸质
材料中解放出来，还提高我们的协同工作效
率。”该院办公室负责人说。

打开清涧县法院门户网站，通过法院简
介、审务公开、队伍建设、裁判文书等栏目，实
时了解法院工作动态。进入内网门户网站，
开庭公告、裁判文书、法院信息在网上公布，
群众可在网站上随时查阅浏览裁判文书和相
关信息。在诉讼服务中心内部，安装了电子
触摸查询系统，当事人来法院办理立案时，会
得到一个案件密码，凭案件密码登录审判流
程信息公开平台，即可查询整个案件的办理
情况。同时还设置了诉讼指南、法律法规等
便民利民栏目，使群众随时了解重要法律法
规、司法制度及诉讼程序；设置了院长信箱、
违纪举报信箱等栏目，接受群众监督，方便群
众诉讼。在诉讼服务中心外部，该院投资 20
多万元安装了一个11平方米的LED显示屏，
主要用于法院审务政务公开，公布失信被执
行人情况。

随着法槌一声击下，一起复杂敏感的村
民拆迁补偿纠纷案件在该院3号科技法庭当
庭宣判。整个庭审过程实现全程同步录音录
像，并通过网络视频同步直播，使庭审更加公
开透明。

清涧法院目前已实现了数据共享、远程
提讯、视频会议、远程协同办案、远程庭审观
摩等功能，既方便了人民群众申诉信访，又减
轻了群众负担，降低了案件办理成本、提高了
会议效率，让法院工作人员和群众都感受到
了高速信息带来的便利便捷。

以前，该院干警到榆林市中院开会要驱
车4个多小时，如今，他们在本院就可以参会，
省去了舟车劳顿和不必要的浪费，这就是远
程视频会议系统带来的好处。“信息技术在法
庭上的应用，改变了传统审判模式，提高了法
庭审判透明度和社会公信力，充分保障了公
民的参与权和监督权。科技法庭建好后，通
过一个电子系统录音录像形成一个综合性的
资料，使庭审活动能够全部的留存下来，这有
利于进一步规范法官在庭审过程当中的审判
行为，并通过庭审观摩来不断分析每一个审
判人员，以此来提高法官的驾驭庭审能力，提
高法官的素质。”该院审管办法官深有体会。

走进榆林中院立案信访大厅，
会看到醒目位置摆放的“公众查询
服务平台”，当事人轻点触屏，便
可即时了解案件流程，查询执行信
息。有些人办完事情后，饶有兴致
地观看直播庭审。榆林中院全面推
进了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努力为群
众提供咨询、调解、立案、接访、

保全等集成式服务，力求公开、便
捷，借助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搭建
的“12368 诉讼服务热线”，网上
立案、电话预约立案让打官司的群
众赞叹不已。

立案庭庭长高永颖说：“作为群
众来法院的第一个窗口，推行信息化

的便捷自不必言，我们立案庭的同志
亲身体验到信息化建设的热潮。”

立案大厅内，一些年轻的面孔
有条不紊地回答着当事人的咨询，
耐心解答网上查询之类的问题。他
们是榆林中院公开招募的一批大学
生志愿者，组成了“大学生法律志

愿者服务队”。“我们要充分利用高校
法律志愿服务资源，让那些有法治理
想和情怀的年轻人，用他们的热情让
人民群众在立案之初感受到司法为民
的人文关怀；同时，也让他们亲身体
验到信息化建设的热潮。”这些年轻
的志愿者，为推进和普及法院信息化
建设奉献着自己的满腔热忱。

“全面实现网上办公办案、信息化考核管
理、数字化通报、微博微信等网络公开平台、
庭审网络视频、图文直播常态化……”说起这
几年信息化建设成果，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
院长张向东充满自豪感。

家住宁夏银川的叶某于2011年4月从榆林
市隆泰汽贸有限公司购买了 10辆非公路自卸
车。叶某向隆泰公司支付了 100万元购车款，
但该公司收取款项后一直未履行车辆交付义
务。今年1月，叶某便将隆泰公司诉至榆阳区
法院。

“我的案子已经被受理了，请问什么时候
可以开庭？”叶某风尘仆仆地从宁夏银川跑到
榆阳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向窗口工作人员询问
道。工作人员在告知叶某案件情况后又说道：

“您不用这么大老远的来回跑了，可以通过告
知书上的查询码，用手机在陕西法院公众服务
网上查询案件审判流程、案件进展等信息。”
叶某得知后，当场迫不及待地打开手机上网查
询，果然查到了案件的进展情况。“原来这么
简单方便啊。”他满心欢喜地自语道。

从2014年5月开始，榆阳区法院将新受理
的案件信息在陕西法院公共服务网上全面公
开，供当事人查询。该院为每一起新受理的审
判、执行案件当事人制作并送达《司法公开告
知书》，当事人可以通过告知书上的查询代码
在陕西法院公众服务网上对审判流程和执行信
息、案件进展等情况进行详细的了解和查询，
也可以通过法院诉讼大厅的触摸查询机进行查
询。一年来，该院共制作《司法公开告知书》
27435份，案均制作 2.77份，司法公开告知率
为100% 。在法院网站和法院触摸查询系统上
依法公开诉讼指南、立案的条件、审判流程、
诉讼费用的缴纳标准等信息，让群众走进法院
再不用到处乱问，不知所措，而如今只要动动
手指头便直观详细地了解司法程序。

2014年以来，榆阳区法院在科技法庭实行
庭审公开，积极选取典型的、社会关注度高的案
件在陕西法院视频直播网进行视频直播，全面
推行庭审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使庭审网络直播
常态化。截至目前，该院对 25 起劳动争议纠
纷、涉嫌诈骗案件进行庭审网络视频和图文直
播，将解庭审全貌透明地晒在了阳光之下。

榆阳区法院充分利用官方微博、门户网
站、网上视频接访、院长信箱等多种网络平台，
及时展示法院工作动态，畅通民意沟通渠道，主
动开展与民众的对话交流，多渠道满足群众的
参与权和监督权。2014年 9月，该院成功通过
最高人民法院官微、陕西高院官微直播了郭家
伙场女子法庭一天的工作，全方位、多角度向公
众展示了女法官常年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点
点滴滴，受到了广大网友的诸多好评和广泛点
赞。

自信息化建设开展以来，榆阳区法院年均
办案 6000件以上。信息化建设工作走在了榆
林全市乃至陕西全省法院前列。2014年 7月，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视察该院郭家伙场法
庭工作时，参观了法庭的网上立案、科技法庭
演示，对该院信息化建设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该院院长张向东也被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评为“在信息化建设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先
进个人”。

工作效率提高了

榆阳：让群众了解案件
信息更加方便快捷

清涧：依托信息化建设
助推司法为民

作为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
官，李文龙的感受最初和其他法官
们一样，在信息化建设推进之始并
不能完全适应，便捷的网络带给他
的不是效率而是压力，有时难免有
些不解和疑惑，有时也抱怨：“案卷

扫描不过是做重复工作而已。网上
一些程序操作起来还不如老办法管
用。”总感觉在繁重的办案工作之
外，还要承担因推进信息化技术而
带来的“麻烦”。然而一段时间之

后，当榆林中院的信息化建设全面
推进，各项程序逐渐规范，这样的疑
惑和抱怨就不再有了。

如今已经完全适应网上办公办
案的李文龙法官，现在的看法是，信息

化建设让他自己树立了互联网思维。“将
案件进行数字化处理，能实现对审判执
行工作全过程、全方位、实时化的监督，
这样更能满足审执工作的需要，满足人
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当然，我们的工
作效率也因此明显提高了。”

2010 年以来，榆林中院不断
创新和加强审判管理，审判质效评
估连续三年位居陕西全省前列。虽
取得了成绩，但对审管办的法官们
而言工作强度很大，信息采集、数
据统计、案件评查、绩效评估等各
个管理节点都采用原始的手工操作
方法，耗时费力。该院以信息化手
段创新管理机制后，提升了审判质

效。“自从使用了信息化手段来管
理审判工作，一切都很规范便利，
省时省力，方便快捷。”审管办的
王娟感慨不已。

从 2014 年开始，榆林中院一
改过去集中抽调评查员深入基层法
院、调取纸质卷宗进行评查的传统
方式，建立了评查员库，在全市法

院选聘了 49 名业务骨干为案件质
量评查员，运用信息化评查手段实
行网上案件评查。由审管办按照案
件类型和评查目的，在网上随机抽
取评查案件的电子卷宗，分派给评
查员库中的任一评查员，由评查员
依据评查模块中评查标准，对应
175 个评查点，逐点进行网上评

查，各评查员的评查结论在网上自动
生成。最后，由中院审管办专人对评
查结论进行分析研判，将评查中发现
的普遍问题和重点问题编发评查通
报，运用办公系统中三级公文流转系
统上报省院审管办、发给本院各领
导、各业务庭庭长和各基层法院。评
查所有工作都在网上进行，实现了

“随结随查”的常态化评查机制。

网上评查常态化

信息化带来新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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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为民

实 现 了数据共享、远程提

讯、视频会议、远程协同办案、

远程庭审观摩等功能，既方便了

人民群众申诉信访，又减轻了群

众负担，降低了案件办理成本、

提高了会议效率，让法院工作人

员和群众都感受到了高速信息带

来的便利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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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更加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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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珠海港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票面编号为
0010006125690966、票面金额为人民币壹拾万元（100000.00元）、
出票人珠海粤裕丰钢铁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5年8月20日、
到期日为2016年2月20日、收款人为珠海裕嘉矿产品有限公司、
付款行全称为浦发银行珠海分行营业部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十九条、第二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东莞市升威五金有限公司遗失东莞银行高埗支行银

行承兑汇票 1 张，票据号码为 3130005130419304，票面金额为
376500元，出票日期为2015年11月9日，出票人为东莞耀岩塑胶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东莞市升威五金有限公司，出票银行为东莞
银行高埗支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没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申请人陈志明的配偶陈锦香（已故）遗失东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股权证一本，股权证上标注的股东名称为陈锦香（身份
证号码：442527195708193527），股权证书号码为 F068039956，
持股数为叁拾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壹元，股票发行公司为东
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
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如没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股
权证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上述股份的行为无效。

[广东]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申请人武汉中南大力工程机械修造有限公司因丢失票据号

码为 31300051/38340227，金额为 5万元，出票日期为 2015年 11
月 2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6年 5月 2日，出票人为首钢水城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付款行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岩支

行，收款人为申请人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210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贵州]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东港市宏达制药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
号码为 31300051/38327420，金额为 51119 元，出票日期为 2015
年6月29日，付款银行为贵阳银行，出票人为贵州斯瑞医药有限
责任公司，收款人为广东南国药业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为申
请人。现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13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贵州]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淄博博山通海机电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沧州市运河

青隆村镇银行签发的票号 32000051-23437818，票面金额 10000
元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
律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北]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于 2015年 10月 25日因银

行汇票一张丢失（票号 10200044/20185516，金额为 10000元，收
款人为上溪镇农村财务结报中心，付款人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廊坊开发区支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河北]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洛阳市丰弘商贸有限公司因 其 持 有 的 票 号

31300051 33183343、出票金额为肆万元整、出票人为郑州汇特
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5年 9月 7日、收款人为新密
市米村镇惠好塑料包装厂、汇票到期日为 2016年 3月 7日、持票
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平顶山银行郑州分行的银行承兑汇票遗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13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长春市茂顺药业有限公司因遗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吉林分行承兑汇票一张（汇票号码30900053 23996122，票面
金额为人民币287694.00元，出票人为吉林市东晨药业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长春市茂顺药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5年10月26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请权利，届时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波东方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1张，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
号为00100041/22133050，票面金额为18960元，出票日期为2015
年10月23日，收款人为宁波东方股份有限公司，出票行为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锦丰支行，持票人为申请人）。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波市江北悦昌磁业发展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该汇票的出票人为丹阳市明眸眼镜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宁波市江北悦昌磁业发展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江苏丹阳农村
商业银行清算中心，出票日期为 2015 年 8 月 3 日，汇票号码为
31400051/24547241，票面金额为 82151 元。申请人于 2015 年 11
月16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丹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州前延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
失 ，向 本 院 申 请 公 示 催 告 ，本 院 决 定 受 理 。票 面 号 码 为
3130005222731767，出票人为石钢京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付款

银行为阜新银行营口分行，立即停止支付，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辽宁]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潍坊万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该汇票记载：汇票号为 31300052/28470601，票面金额壹万
元，出票日期为2015年9月18日，到期日为2016年3月18日，出
票人：潍坊实验中学，收款人：潍坊金大有电子有限公司，付款
行：潍坊银行凤凰山支行。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现依法
予以公告。自公告发出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岛天天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该票据
记载：号码为 10200052 22974697，出票日期为 2015 年 9 月 18
日，出票人为山东威海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付款银行
为工商银行威海环翠支行，收款人为烟台中润物资有限公司，
出票金额为人民币 8 万元，汇票到期日为 2016 年 3 月 18 日。自
公告之日起 14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
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该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上述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号码为
31300052 28030612，出票日期为 2015年 8月 12日，出票人为威
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威海市商业银行，收款人
为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长虹铸造厂，出票金额为人民币4万元，
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2月12日。自公告之日起100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该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上述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山东]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持票人）云南昊邦制药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票号 30100051 24970100，出票日期 2015年 10月 22日，

汇票到期为2016年1月20日，票面金额人民币78,275元，出票人
上海华氏大药房配送中心有限公司，付款行交通银行上海长宁
支行，收款人云南昊邦制药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持票人）重庆顾地塑胶电器有限公司因所持银行承
兑汇票（票号：30400051 22273418，出票日期：2015年8月19日，
出票金额：269310元整，出票人全称：遂宁市高金食品有限公司，
收款人全称：宜宾高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付款行全称：华夏银
行成都分行天府支行）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四川]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温州市百色得精细颜料化工有限公司因所持的银行

承兑汇票一张（号码为 ，出票日期2015年10月28日，汇
票到期日 2016年 4月 28日，出票人台州市西元吸塑厂（普通合
伙），付款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营业部，汇票金额人民币 50000
元，收款人浙江新元方塑胶有限公司，该汇票由收款人转让给申
请人）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
定，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80日内，利害关系人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浙江]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5年7月29日受理了申请人四川古蔺郎酒销售有
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江宁支行银行承兑汇票壹张（票据号码为3130005127347356，
出票人南京鹏力系统工程研究所，收款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
司第七二四研究所，出票金额为 9500.43元）依法办理了公示催
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5年 11月 18日
作出（2015）江宁催字第25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江苏]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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