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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州：高原处处有法庭 司法便民新路径

为解决农牧民“打官司难”问题，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两级法院依托“帐
篷法庭、车载法庭、马背法庭”，开展“矛盾排查进乡村、立案服务进乡村、巡回审
判进乡村、法制宣传进乡村、同心同向进寺庙”的人民法庭“五进”活动，将公平
和正义送到高原的每一个角落，探索出一条民族团结、服务群众的司法便民利
民新路径。

本报记者 姜郑勇 本报通讯员 黄 兰 倪 虎

【人物访谈】

法徽闪耀在高原
——访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院长吴良军

哪里有纠纷
哪里就有“车载法庭”

10月 15日一大早，印有“车载流动
法庭”的警车咯吱咯吱地冲下陡坡，碾过
初冬结冰的河道，朝着中谷乡克珂村小
心翼翼地行驶着。对于长期扎根乡村法
庭的才让多杰法官来说，这样的环境已
经习以为常。

才让多杰是道孚县人民法院八美法
庭的副庭长。八美法庭辖区内近九成住
户是藏族民众，虽然已步入 21世纪，但
这里还有不少藏族民众依然逐水草而
居，因此寻找当事人常常给法官的工作
带来困难。

才让多杰今天要去拜访的当事人家
住中谷乡克珂村。“昨天下午村上诉讼
引导员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村有一起案
件，今早我们就赶往当事人家里立
案。”他说起的这位村诉讼引导员正是
道孚县法院为方便群众打官司聘请的
125位村诉讼引导员中的一位，也是克
珂村的村委会主任。

来到当事人俄洛家里，才让多杰
盘腿坐在炕上，听当事人讲述情况。
原来，因邻居家的牦牛吃了自己草场
的草，俄洛与邻居发生了肢体冲突，
更是被对方打成轻伤。才让多杰在立
案的同时，也做起了调解工作，用藏
语跟当事人讲清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法
律后果。不少法律术语在藏语中并没
有对应的释义，他便将晦涩的法律术
语转化成平实的语言让藏族群众听明
白。像才让多杰一样精通藏汉双语的
法官，成了甘孜藏区普及法律的桥
梁，将每次的诉讼、调解都转变为普
法的机会。

道孚县法院诉讼引导员、克珂村
主任欧珠说：“过去群众有矛盾纠纷要
诉讼到法院，常因居住分散、交通不
便而受影响。实行车载流动法庭以
后，群众打官司比以前方便多了。县
法院的人会定期到我们乡里或牧场里
巡回办案；我们也可以到乡政府打电
话给法院说明诉讼请求，法院会很快
派人下来处理。”

目前，道孚县共聘请了 17 个乡
（镇） 维稳副书记、108 个村委会主任
为乡、村诉讼引导员，协助受理各类案
件157件。此外，道孚县的每个村委会
都贴有一张“车载流动法庭”的便民服
务卡，注明法官姓名、职务、联系方
式，遇到矛盾纠纷，老百姓可以直接

“呼叫”法院。无论何时，“车载流动法
庭”都会闻“呼”而至。截至目前，道
孚县人民法院共接到群众来电“预约”
官司231次。

“我们这里山高路远，很多案子。
如果要求当事人来法院处理，不仅增
加当事人的负担，还会延长办案周
期。最终的社会效果也不一定好。我
们走出去立案、办案，除了可以宣传
法制，更重要的是拉近了法律、法
院、法官和群众之间的距离。”才让多
杰这样说到。

“帐篷法庭”搭在哪里
案子就审到哪里

10月 15日晚上 8点，在一个简陋
的帐篷里，随着一声法槌的敲击，色达
县人民法院翁达法庭的扎西彭措法官
正式宣布开庭——这已是翁达法庭开
设“帐篷法庭”以来审理的第 12 个
案件了。

原来，翁达法庭受理的一起虫草
买卖纠纷中，被告主动向法院申请在
虫草采挖山上开庭。考虑到被告白天
忙于采挖虫草确实没有充足时间应
诉，法官当即联系当事人就开庭时间
征得了双方同意，最终决定在 10 月
15 日晚上于当事人所在的虫草采挖
点搭起帐篷开庭审理。

庭审中法官用换位思考、将心比
心、情法结合，有针对性地做双方当
事人的思想工作。经过2个多小时的
讲情、说理、辩法，原被告双方在虫
草价格、货款支付时间等方面终于达
成一致意见，理性平和地在调解协议
书上签字，并当着法官的面握手言
和，此时在场的群众纷纷叫好。

翁达法庭在虫草采挖季节，把巡
回法庭搬上山，把法律服务站 （点）
设在值勤点，一手抓稳定、一手抓审
判。“帐篷法庭”在村民家门口审案
子，拉近了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距
离，把严肃的法理融入知心话中告诉
当事人，更易于化解矛盾定分止争。
农牧民群众在春播秋收季节、虫草采
挖季节和冬季牧场搬迁时往往忙于劳
作，很难抽出时间到法院参加诉讼，
因此影响了他们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帐篷法庭”的设立
有利于提高当事人出席率，有效保护
当事人权益。

如今， 在甘孜藏区，这样的
“帐篷法庭”搭在哪里，案子就审到
哪里，法律服务就送到哪里，审判功
能就延伸到哪里。这是甘孜司法审判
事业服务民生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
适应民众司法需求的新型巡回审判方
式带来的便利。全州法庭依托“帐篷
法庭”，建立以巡回审判为主的工作
机制，就地审理、就地宣判各类案件
368件。简化办案程序，缩短办案期
限，解决人民群众因诉讼时效周期长
不愿寻求法院解决纠纷的问题。

群众在哪里
“藏语法庭”法制宣传到哪里

在不通公路的草场，石渠县人民
法院扎格法庭的扎西邓珠法官只能骑
着马，花费数小时甚至一天时间把一
份藏文裁判文书送到当事人手里。这
个看不懂一个汉字、听不明白几句汉
语的农牧民在收到裁判文书后当场落
泪，因为在这份裁判文书里，他看到
被拖欠的4万元牦牛款已打入了自己
的账户。

在农牧区采用藏语开庭审案、用

藏文书写裁判文书，让农牧民当事人
在开庭审判、判后答疑等各个环节都
能听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自
然就能体现出了司法的公信力。在此
基础上，扎格法庭还主动邀请周边农
牧民群众旁听案件审理，让广大农牧
民群众在身边的典型案例中学习法
律，以便提高广大群众遵纪守法的意
识和依法解决纠纷的能力。

“一个国徽、4 条凳子，组成了
草原上的法庭。每一次开庭，都有许
多牧民围拢过来旁听。渐渐的，牧民
眼中流露的不再是好奇，而是信
任。”扎西邓珠介绍。虽然向群众解
释说明法律义务、责任颇花费精力，
但扎西邓珠觉得，至少藏族群众有了
遇到矛盾和不公找法院裁判的意识，
这恰恰证明了多年来藏汉双语普法教
育的成效——法律观念在藏区逐渐深
入人心。

甘孜州法院充分利用农闲季节、
重大节庆等节点，积极开展“藏汉双语
送法下乡”和法律咨询活动，印发具有
藏族文化特色的“和睦四瑞”法制宣传
画，发放藏汉双语宣传资料3万余册，
覆盖群众4万余人（次）。

群众需求在哪里
便民服务就送到哪里

甘孜州两级法院在全州 325个乡
镇、2678个村开展“矛盾排查进乡村、
立案服务进乡村、巡回审判进乡村、法
制宣传进乡村、同心同向进寺庙”——
人民法庭“五进”活动以来，共集中排
查涉及虫草松茸采挖、草场边界纠纷、
征地拆迁等重点矛盾纠纷2500余件，
就近就地及时调处纠纷2100余件，通
报或协调相关部门跟踪解决 377 件。
在乡镇、社区、村等建立司法服务联系
点、便民收案点663个，零距离为群众
提供司法服务。委托乡镇政府及有关
部门或村委会代为转达当事人诉求、
帮助联系法官 718 件（次），切实解决
农牧民群众有纠纷不知找法院、不知
如何找到法院的问题。紧紧依托“大
调解中心”、劳动争议仲裁机关、公安
交警部门、村（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
会等设立流动巡回办案点 176 个，形
成以乡镇为依托，以村（居）委会、集镇
为辐射点的巡回审判网络。

甘孜州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向
秋在谈到人民法庭“五进”活动时指
出，甘孜两级法院积极开展“五进”活
动，哪里有纠纷，哪里就有法庭，哪里
就有法官，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司法服
务就在身边。

同时，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第六
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法院强化联
系寺庙的公共服务，依法保障联系寺
庙爱国守法僧尼同等享受惠民政策，
推进联系寺庙“五通”“三有”“三覆
盖”，大力创建和谐寺庙；深入开展“藏
汉双语法律宣讲进寺庙”活动，教育引
导僧尼分清合法与非法、可为与不可
为的界限。

问：为何会提出开展人民法庭“五
进”活动？

答：一方面，甘孜辖区面积大，群众到
法院打官司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另一方
面，辖区内农牧民文化水平较低，法治意
识特别是依法维权意识普遍淡薄。

压力产生动力，思路决定出路。面
对群众“不便、不知、不愿”的问题，法院
必须考虑甘孜藏区的现实实际和特殊状
况，走进农牧民群众中去。让他们了解
法律规定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是你应
有的权利，当这些权利受到损害，你可以
运用法律维权；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做
了一定会受到法律制裁。

为此，院党组开展广泛调研、努力思
考、找准坐标，推广辖区内德格县人民法
院人民法庭的工作经验，结合省法院建
设“三型法庭”要求，开展人民法庭“五
进”活动，力争用两年时间将人民法庭

“五进”活动覆盖全州所有的村（社区），
力争让法治意识在农牧民群众中入脑入
心，让司法便民利民举措在高原上落实
落地，让司法保障在甘孜藏区有力有效。

问：如何实现人民法庭“五进”活动
建设目标？

答：“巡回法庭”每到一处，法官们都
会用群众听得懂、看得明、信得过的方式
解决纠纷。法庭受理的案件标的额虽然
都不大，法律关系也相对简单，但与农牧
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案件处理是否
得当直接关系着群众利益能否得以实
现，也直接影响着藏区社会和谐稳定。

为了更好发挥人民法庭在立案服
务、矛盾化解、法治宣传的前沿阵地作
用，我们认真总结过往经验，着重完善以
下三方面措施：

充分发挥巡回审判优势。在开展人
民法庭“五进”活动中受理的案件，要依
法快审快结。依法可在当事人所在地审
判的，都应在当地巡回审判，减轻农牧民
群众诉累，扩大案例宣传效果。

科学规划人民法庭布局。结合藏区
实际，规范人民法庭（巡回法庭）的设置，
优化人民法庭（巡回法庭）的辖区分布，
形成中心人民法庭与巡回法庭功能互补
的司法服务格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
司法服务的需求。

着力延伸人民法庭审判职能。要将
审判与收集民意相结合，对案件的处理，
在确保公正司法的前提下，应兼顾风俗人
情，恰当借助乡规民约，努力使裁判结果
得到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力求
从实质上化解矛盾纠纷，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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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排查进乡村

集中排查农牧民重点矛盾纠纷2500
余件，就近就地及时调处纠纷2100
余件，建立司法服务联系点、便民收案

点663个，有关部门代为转达当事人

诉求、帮助联系法官 718 件 （次），

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司法服务就在身边

巡回审判进乡村

设立流动巡回办案点，形成以乡镇

为依托，以村（居）委会、集镇为

辐射点的巡回审判网络，就地审

理、就地宣判；简化办案程序，缩

短办案期限，有效保护当事人权益

立案服务进乡村

聘请乡 （镇） 维稳副书记、村委会主

任等为乡、村诉讼引导员，协助受理

案件；村委会贴有 “车载流动法庭”

便民服务卡,遇到矛盾纠纷,老百姓可

以直接“呼叫”法院

法制宣传进乡村

用藏语开庭审案、用藏文书写裁判文书，

积极开展“藏汉双语送法下乡”和法律咨

询活动，印发法制宣传画、藏汉双语宣传

资料，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治理念，促

使法律观念在藏区逐渐深入人心

同心同向进寺庙

开展“藏汉双语法律宣讲进寺庙”活

动，推进联系寺庙“五通”“三有”“三

覆盖”，强化依法管寺，健全寺庙管理制

度，实现寺庙管理的法治化、制度化、

规范化，创建和谐寺庙

深圳市雄日太阳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欧阳文军诉被
告深圳市雄日太阳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司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通知书、民事诉讼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
函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判决：1、判令被告支付所欠款项人民币
4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自2014年1月24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2、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2016年3月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南]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苏州市鑫富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苏
州家瑞商贸有限公司与你单位不当得利纠纷再审案，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2015）苏民再提字第 00051号一案的再审申请
书、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九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安朋：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请强制
执行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一案，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通执字第
524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请
强制执行的通卫医罚字[2015]104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予
以强制执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龚明坤：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请强

制执行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通执字
第355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
请强制执行的通卫医罚字[2014]5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予
以强制执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龚治国：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请强
制执行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通执字
第356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
请强制执行的通卫医罚字[2014]53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予
以强制执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黄青：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请强制

执行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一案，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通执字第
355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请
强制执行的通卫医罚字[2014]5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予以
强制执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贾现军：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请强

制执行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通执字
第3536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
请强制执行的通卫医罚字[2014]5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予
以强制执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李和：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请强制

执行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一案，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通执字第
524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请
强制执行的通卫医罚字[2015]1032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予
以强制执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沈建明：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请强

制执行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通执字
第357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
请强制执行的通卫医罚字[2014] 5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予
以强制执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孙传良：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请强

制执行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通执字
第356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
请强制执行的通卫医罚字[2014]000607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
院予以强制执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杨应权：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请强

制执行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通执字
第371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
请强制执行的通卫医罚字[2015]5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予
以强制执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余建林：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请强

制执行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通执字
第356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
请强制执行的通卫医罚字[2014]5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予
以强制执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余建林：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请

强制执行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
动 一 案 ，本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5）通执字第 3571 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申请执行人北京
市通州区卫生局申请强制执行的通卫医罚字 [2014]535 号行
政处罚决定书，本院予以强制执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张金龙：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请强

制执行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通执字

第356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
请强制执行的通卫医罚字[2014] 5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予
以强制执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张金龙：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请强

制执行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通执字
第356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
请强制执行的通卫医罚字[2014] 5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予
以强制执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朱美利：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请强

制执行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通执字
第356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
请强制执行的通卫医罚字[2014]00061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
院予以强制执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朱运安：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请强

制执行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通执字
第3535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
请强制执行的通卫医罚字[2014]5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予
以强制执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贾现军：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请强

制执行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通执字
第372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
请强制执行的通卫医罚字[2015]5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予
以强制执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石青谭：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请强

制执行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通执字
第372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申请执行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申
请强制执行的通卫医罚字[2015]5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予

以强制执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北京晟益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北京市丰台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强制执行对你公司行政处理一案已审
查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丰执字第 7804号行政
裁定书。该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北京市丰台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14年 11月 14日作出的京丰人社劳监罚字
[2014]第 1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之日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北京晟益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北京市丰台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强制执行对你公司行政处罚一案已审
查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丰执字第 7803号行政
裁定书。该行政裁定书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北京市丰台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14年 11月 14日作出的京丰人社劳监罚字
[2014]第 5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之日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贝荣耀：本院受理白立驹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5）贺

八法执字第 548号]，在审理过程中本院将依法委托有关机构对
你所有的位于贺州市八步区园林街 8号 1栋 3单元 3401号房屋
一套进行价格评估、拍卖。现向你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自
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十时在本院技术室选择评估机构，
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同时告之你在选择评估机构之后七日
内来我院确定现场勘查事宜，如有异议在之后七日内向本院提
出，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届时本院将组织现场勘查，评估机
构将做出评估初稿，你应在初稿做出后七日内来我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对初稿有异议，在领取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提
出，否则视为对初稿的认可，届时评估机构将做出正式报告，正
式报告出具后七日即视为送达，同时进行拍卖机构的选择以及
拍卖五日前通知相关权利人等拍卖事宜，依法对该标的物进行
拍卖处理。此标的物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在公告期内到八步区
人民法院主张权利，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院依法拍卖处
理，在拍卖过程中，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标的物有相应幅度的降
价，具体情况详见刊登公告的报纸。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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