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94

PEOPLE`S COURT DAILY http://www.rmfyb.com

邮发代号：1-174 总第6700期
2016年6月 日 星期四23

②②

““会审处会审处、、军法处及特别法庭军法处及特别法庭””
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探寻人民司法的

本报讯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近
日通报，按照中央政法委和贵州省委
政法委要求，贵州全省法院即将全面
启动司法改革工作。目前贵州省司法
改革试点工作已做到了9个市（州）全
覆盖，为司改全面启动提供了可参考经
验。

据介绍，该院通过对第一批4家试
点法院近 3 年不同类型案件的分析统
计，经计算得出一名法官的饱和工作
量，再根据辖区经济发展情况、常住人
口数量等推算出员额法官数。数据显
示，贵州第一、二批9家试点法院共确
定员额法官248名，占中央政法编制的
26.75%。

该院根据“简案快办、繁案精审”
的原则，将20%的司法资源投入到80%

的简易程序案件中，将 80%的司法资
源，投入到20%的普通程序案件中，通
过合理的繁简分流，提升了审判工作质
效。

贵州法院将入额法官中院庭长直接
编入审判团队，和普通员额法官一起分
案、办案，实现入额法官要到一线办案
的要求。例如，花溪法院66%的院庭长
入额，办理案件占全院82.66%。

为了既确保法官工作饱和量，又不
至负担过重，贵州法官员额还将根据案
件数量的变化进行动态增减。例如，花
溪、汇川法院由于近年案件增幅较大，
将根据实际适时进行员额微调。另外，
每年还将开展一次对员额法官绩效考
核，对司法能力较弱、司法廉洁存在问
题的法官予以清退。

贵州高院先后与贵州省司法改革小
组讨论下发了《试点法院院长、庭长审
判管理工作规定》《试点法院法官助
理、书记员责任规定》等7个司法责任
制方面的制度性文件，规范了审判管理
的权限、程序。

贵州试点法院组建的审判团队负责
人不再负责案件审批，改变了传统层层
审批模式，缩短了审判管理链条。除法
律规定的情形外，审委会不再讨论个
案。对案情复杂、疑难、裁判有难度但
又不符合法律规定必须由审判委员会讨
论的案件，则提请专业法官联席会，或
全体法官联席会讨论，联席会意见仅供
法官参考，且须入卷归档。改革后，法
官自行签发裁判文书率达99.9%，2015
年全年没有发生一起法官错案追责。

此外，贵州试点法院简易程序案件
审理实现全程留痕；加强案件流程管理
和节点控制，做到全程网络监控；全面
推行电子卷宗、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公
开、在线诉讼服务公布平台的使用，实
现了用科技手段加强对审判权的监督和
制约。

各试点法院改革后，法官人均结案
率、当庭裁判率都得到大幅提升。以花
溪法院为例，人均结案率改革前为
78.65件，2015年改革后，全年人均结
案率增长为346件；平均审理时间从改
革前68.9天缩短至45.85天。贵定县法
院改革前当庭裁判率仅 29.66%，2015
年当庭裁判率增至 73.41%。法定审限
内结案率、服判息诉率、发回改判率等
指标也呈现良性增减。 （汪怡潇）

贵州法院全面启动司法改革在即
9个试点市（州）法院将为司改提供可参考经验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记
者 罗 沙） 记者 22 日从最高人
民法院获悉，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
意杀人、强奸再审一案，最高人民
法院已于6月20日决定由最高人民
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

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重大司
法体制改革举措。巡回法庭是最高人
民法院的派出机构，其职责包括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由巡回法庭审理或
者办理的案件。巡回法庭作出的判
决、裁定和决定，就是最高人民法院
的判决、裁定和决定。第二巡回法庭

设在辽宁省沈阳市。
据悉，第二巡回法庭正抓紧组

建聂树斌再审一案的合议庭，最高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第
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大法官将担
任审判长，案件再审工作将全面启
动。

本报讯 （记者 潘 静 通讯
员 王 宏） 近日 ， 甘 肃 省 委 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三运率观
摩团到国家法官学院舟曲民族法官
培训基地观摩。他指出，甘肃省高
级人民法院创办了一所特别管用的

“双语”培训学院，在关键时期发挥
了关键作用。

王三运一行参观了学院法文化
墙、多功能大厅、数字模拟法庭、图
书馆、电子阅览室，详细了解学院建
设发展情况，并与学院师生进行了深
入交流。在观看了电视汇报片《用“双
语”推开民族地区法律之门》之后，王
三运强调，学院的位置选得好，地处
甘、青、川三省藏区的中心区域，离哈
达铺、腊子口、茨日那毛主席故居、俄
界会议遗址等红色教育基地都很近；
同时，规划得好，是一个很有特色的
藏式建筑，既有现代格调和水准，又
有区域民族特色；最重要的一点是学
院管理得好、使用得好，从建设使用
到现在，时间不长，但是培训人数已
达到 5000 余人次。学院的影响很

大，受到中央领导以及各个方面、各
个区域同志们的高度赞扬，这样的项
目，也是我们要重视的项目、要支持
的项目、要肯定的项目。

王三运强调，学院要在现有的基
础上，做好“四个更大”：一是更大
规模培训人才。要在最短的时间培训
出更多我们急需的人才。二是更大范
围开展交流。目前学院交流不仅在全
国范围内展开，而且在国际范围也有
了一些设想和行动，我们要在更大范
围内进行交流、扩大影响力。三是更
大力度提高水平。把办学质量、培训
质量在现有水平上进行更大提高，按
照“双语”最高学府的标准建设发
展。四是更大程度地、更大影响力地
发挥作用。把我们的影响力造出去，
把这种正能量和高水平的影响力造出
去，为甘肃人民争光，为法院系统争
光，为国家争光。

甘肃省领导泽巴足、咸辉、李建
华、罗笑虎、刘立军、梁明远及有关
市州和部分省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一
同观摩。

王三运率团观摩舟曲民族法官培训基地时强调

做好“四个更大”发挥关键作用

本报北京6月22日讯 （见习记
者 刘 婧）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
院召开院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组织书记
座谈会，对院机关“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开展情况进行通报，对下一步工
作作出部署。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
员、政治部主任、机关党委书记徐家
新出席会议并讲话。

徐家新指出，“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开展以来，院党组和党建领导小
组加强领导，机关党委加强组织协
调，机关各单位坚持把学习教育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坚持领导带头，
明确职责分工，普遍制订了实施方
案，作出具体部署，组织开展了各种
学习活动，初步解决了党组织和党员
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实现了参与
对象全覆盖。总体看，院机关学习教
育工作开局良好、初见成效。

徐家新强调，在看到学习教育工
作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也要清醒地
看到存在的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既
是认识论，也是工作方法。只有在发
现问题的基础上，研究和采取有针对
性的措施，才能进一步改进工作。对
学习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思想问
题，各党组织务必高度重视，切实加
以解决。

徐家新指出，提高学习教育质量
要紧紧扭住“学”这个基础。真学、
真懂是前提，真信、真用是结果，关
键在真信。要把大力提倡和开展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活动作为学习教
育最基本的一项工作，防止以形式主
义的活动代替扎实学习。要结合工作
和思想实际开展学习，使学习在具体
中深入，离开了这点，学习教育必然
是浮光掠影和做表面文章。各单位近
期要按照院党组“六个一”的要求，
抓好定期集中研讨、讲党课等活动，
运用奚晓明等反面典型开展警示教
育，组织全体党员参加院机关集中轮
训，切实提高学习教育的针对性。

徐家新强调，把学习教育引向深
入，关键在“做”，要教育引导每位
党员做“四讲四有”合格党员。做合
格党员，首要的是唤醒和增强党员意
识。要防止只注意自己的职业身份、
忽视和淡忘党员身份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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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新在院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组织书记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问题导向 增强党员意识
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引向深入

本报西安6月22日电 （记者 贾
明会 通讯员 刘争远）为进一步提升
人民陪审员审判业务能力，深化人民陪
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陕西省高级人
民法院在全省部署的“千名人民陪审员
审判业务能力网络视频大赛”活动今日
启动。

作为探索和创新人民陪审员学习培
训方法的一次尝试，陕西高院希望通过
大赛的形式，让人民陪审员现场实战演
练和互动，从理论与实践结合层面强
化人民陪审员的职业道德、法律素
养、庭审驾驭能力和综合知识，为人
民陪审员更好履职和公正司法奠定扎
实的基础，同时也向全社会大力宣传人
民陪审员制度，规范人民陪审员参与审
理案件的方式和流程，切实提高人民陪

审员的履职能力。
本次大赛分三轮进行，分别为基层

法院比赛、中级法院比赛和全省决赛。
三轮大赛约 1000 名人民陪审员参加。
参赛内容主要围绕人民陪审制度基本
知识、人民陪审员职业道德、主要审
判业务实体和程序知识、常见案例分
析、调解技巧等环节进行。试点法院
增加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相关内容。

这次活动由陕西省高院联合陕西省
司法厅共同组织实施。活动将邀请各级
人大、政法委等部门领导、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法院、司法行政
部门主管负责人作为评委，现场点评和
打分，对优秀选手予以表彰。大赛将全
程通过新浪网法院频道微博视频直播平
台播出。

陕西人民陪审员技能“大比武”
千名选手参赛 全程视频直播

聂树斌再审一案由最高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审理

车上的雨刷器在飞速而强力地运
转，但滂沱的大雨，却瞬间将前挡风
玻璃再次浇注得模糊不清。

这是2011年7月的一天，颠簸行
驶在泥泞乡间小路上汽车里的，是几
位身着制服的人。其中一位身材瘦
小、脸色苍白的中年人，目光笃定坚
毅，还透着些隐隐的焦急。

他叫蒋青春，是内蒙古自治区开
鲁县人民法院的法官。此时的他说不
清，这是第几次走这条乡路；此时的
他也似乎忘却，自己做完全胃切除手
术还不到3年时间。

小街基镇的 11 户农牧民与立志
高科技牧业公司发生了合同纠纷，
300头奶牛露天放养已多天，随时都
有生病死亡的风险。顶着倾盆大雨，
蒋青春和同事一路疾行查看，最后站
到了双方当事人中间。

“解除合同要遵循法律程序。现
在任由事态发展，双方财产都要遭受
重大损失。我实在不忍心看着你们固

执己见，更不忍心看那老实温顺的奶
牛，在我们面前成群的倒下去！”手
持法律条文的蒋青春动情地摆事实、
讲道理。晓以利弊后，双方剑拔弩
张、一触即发的气氛渐渐缓和了。但
此刻原本声如洪钟的蒋青春，声音却
越来越小，喘息越来越急促。

一旁的同事心疼地解释：“蒋法
官可是个癌症患者，他冒着大雨前
来，就是要解决你们的事，让双方少
受点损失！”听到这里，原、被告都
被感动了，最终握手言和，达成调解
协议。

时光流转至 2016 年 4 月 29 日，
在蒋青春那明亮整洁、堆满卷宗的办
公室里，当笔者再次提起这件事，他
淡然一笑，似乎这是一件多么不值一
提的小事。而当被问及为何身患重
病，依然坚守工作岗位至今，他的目
光转向窗外，轻轻地说道：“我信服
生命一分钟、敬业 60 秒这句话。人
要活个精气神儿！能和同志们一起奋

战在前沿，我有坚强的底气、我有希
望的阳光！”

“当法官，要公正在心，不
唯情、不唯权、不畏邪！”

1981 年，年仅 22 岁的蒋青春走
进开鲁县法院，成为了一名书记员。
人们发现，这位不爱言语、性格随和
的小伙子不仅感恩珍惜生活、工作认
真好学，而且还颇有几分嫉恶如仇的

“侠气”。
旗县法院的工作主要面向农村牧

区。所涉案件，大到人命官司，小到
鸡毛蒜皮的琐事，有时还会遇到突发
事件。

“再向前我就开枪了！”斑驳的木
门开了一条小缝，门缝里伸出一支枪
管，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蒋青春。

“老弟，别紧张！我是开鲁法院
的。你看，我没有武器。”蒋青春站
在离枪口仅 5 米远的地方，两手摊

开，“不用怕，有什么问题，跟我说
吧。”

2000 年初秋的一天，开鲁县大
有庄村。有名持枪流窜犯在走投无路
的情况下劫持了一名妇女。警匪僵持
了2小时后，歹徒突然提出要见法院
领导。精通刑法的刑庭副庭长蒋青
春，立即随副院长高中海前往。

“我能判死刑吗？”歹徒隔着门缝
问。“不会的，你现在还没有造成严
重后果。但如果伤害了人质，性质就
不同了，会判重刑。听大哥一句，现
在放下枪，回头还来得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劫持现场
的空气，紧张得像要凝固。随着蒋青
春和高中海苦口倾情的启发规劝，歹
徒的心理防线被一点点攻破，最终释
放人质，缴械投降。

说起当年的英勇行为，蒋青春很
低调：“法官和其他人相比，对‘公
平正义’更要坚守，路见不平和罪恶
就该挺身而出！”

的确，公平和正义，成为多年来
蒋青春始终坚持的做人操守和职业信
条。30 多年来，他忠诚守望，先后
担任法院审判庭副庭长、庭长，案件
评查室主任和专职审委会委员，承办
了各类案件 1568 件，零错案、零投
诉、零上访，做到了原告放心、被告
信服、群众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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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激情守望正义
——记内蒙古开鲁法院优秀基层法官蒋青春

刘少华 许晓岚 高 慧

6月22日，四川省新津县人民法院
花源人民法庭法官在该县普兴镇徐家渡
社区“法官诊疗室”，调解一起土地承
包经营权纠纷案。经法官讲法析法，双
方当事人初步达成了协议。图为调解现
场。 徐 献 刘雪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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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段春山） 6 月 21
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了第
二届特约监督员聘任大会，该院院长
石时态向新聘任的 30 名特约监督员颁
发了聘书。这是黑龙江高院拓宽外部
监督渠道、增强司法工作透明度的又
一举措。

据了解，30 名特约监督员分别来
自人大、政协、民主党派、法律专家学
者、律师和企业、妇联、街道等不同地
区和领域，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代表
性。

石时态指出，希望特约监督员说真
话，道实情，帮助法院深入查找问题，
鞭策法院不断改进和完善工作；要充分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入了解社会各界
对法院工作的评价，向法院反馈人民群
众的意愿和期盼；要多宣传法院工作和
队伍建设的亮点，多关注法院工作和队
伍建设的困难；要充分发挥建言献策作
用，促进法院制定的措施、出台的制度
更科学、更实际、更有针对性。

石时态要求，高院要不断加强与特
约监督员联系，使各项活动的开展规范
化、经常化，为特约监督员开展工作提
供有利条件、创造良好氛围，保障特约
监督员履行职责。

黑龙江高院新聘
30名特约监督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