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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南版 ]

永州：多效应提升司法绩效
本报记者 曾 妍 本报通讯员 唐三伏 蒋素珍

去年以来，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司法效率和案件质量入手，全面加强审判管理；从制度完善、院长
约谈、审管通报、评查评比、数字科技等方面着力，司法绩效提升显著。该院全省排名从“八九不离十”进步为2015
年全省司法绩效先进单位，群众对法官评价得分全省第一；今年上半年，司法绩效排名荣膺全省第一。

“指挥棒”带来蝴蝶效应

“红绶带”激发鲶鱼效应

“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
脑，进入系统，查看我这个合议庭的
案件审理情况，有快到审限的，就赶
紧催办。”民二庭副庭长黄素所说的

“系统”，就是该院信息化建设的核心
部分——审判流程管理系统。

该系统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对审
执环节各个流程，包括从立案、分案到
执行、归档等9个重要节点实行严格控
制，审判管理机构加强督促，形成环环
相扣、有条不紊的流程链条，审判执行
各项数据的连贯性、真实性、准确性与
流程节点的统计、分析、管理、通报得
到紧密结合，保证了办案质量和效率。

时刻关注审判流程系统、积极主动
运用审判流程系统，利用审判流程系统
提醒和比照、利用审判流程系统纠错
……这一系列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的行
为引出了强大的氛围效应，全院干警高
度重视审判流程系统，并将这些行为变
成了自己的日常自觉行动。

“信息化带来了效率，也带来了便
利。”这是该院干警充分利用数字科技
后的共同心声。

与此同时，该院充分抢抓“天平工

程”信息化建设契机，逐步铺开了审判
流程平台、执行查控平台、远程视频接
访、远程视频提审、庭审视频同步直
播、裁判文书数据库、电子档案系统、
数字化审委会系统、四级专网系统、执
行指挥平台、12368服务热线、科技数
字法庭、门户网站、微博微信等等一系
列信息化建设，真正适应了大数据、云
计算、移动互联的发展趋势，在重构审
判管理方式、重塑法院扁平化管理中
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2015年，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对下考核的10项司法绩效指标中，永
州中院有 8 项位列前茅，执行工作位
列全省第一。

2016年5月4日，永州市委常委会
专题听取永州中院党组工作情况汇
报。市委书记陈文浩充分肯定了全市
法院狠抓司法效率和案件质量的做
法。他指出，全市两级法院紧紧围绕争
创一流队伍、一流业绩、一流机关、一流
形象目标，围绕中心，找准定位，主动作
为，全面加强审判管理，努力创新工作
机制，不断提高审判质效，为品质活力
永州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2016 年 3 月 15 日晚 9 点，永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院长罗重海的办公室灯火通
明，他还在加班与审管办主任张晓龙讨
论《司法绩效考核实施细则》，这已是他
连续第7个晚班了。加班的内容就是修
改完善对中院机关和对基层法院的司法
绩效考核办法，3月 16日的党组会就将
对《细则》和《办法》的修改进行讨论。

“考核办法就是我们的指挥棒，只有
将指挥棒定好了，全市法院才能跟着这
个指挥棒转。”在罗重海眼里，考核办法
是做好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必须慎重完
备、操作性强。

其实，早在去年 4月 14日的党组会
上，罗重海与党组一班人就已经针对《司
法绩效考核办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
论。

“通过调研，我发现咱们永州的法官
办事效率太低、节奏太慢、性子太缓，这
可能跟城市大环境有关，也是全市的共
性。但这个共性绝对不能成为我们法官
办案的标签，我们必须狠抓办案效率，缩
短办案周期，考核办法中司法效率的分
值比重要加大，引导全市法官多办案、快

办案、办好案……”罗重海的开场白掷地
有声。

一把手确定审判管理主题，一把手
把关参与制定完善“指挥棒”，一把手调
度日常审判管理工作，永州中院司法绩
效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以狠抓“司法效率”为主题的 2015
年，该院在办案人员基本没有增加的情
况下，共受理案件 5334 件，同比增长
99%；结案 5237件，结案率 98.18%，同比
上升 2个百分点，比全省平均值 95.82%
高出 3.7个百分点。永州市两级法院办
案效率指标居全省第一。永州中院平均
办案周期位居全省各中、基层法院第一。

以狠抓“案件质量”为主题的 2016
年，永州中院上半年司法绩效排名全省
第一，其中结案率和平均办案周期位居
全省各中、基层法院第一。

永州中院从“绩效考核办法”入手，
从细处着眼，通过让“指挥棒”变化来带
动全市法院司法绩效质的飞跃。这正是
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
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连锁反应的蝴蝶效
应的最好体现。

“紧箍咒”扼制破窗效应
一幢建筑的破窗如果不被修理好，

可能会有人破坏更多的窗户；一面墙上
的涂鸦如果没有被及时清洗掉，很快会
出现更多乱七八糟的涂鸦——这就是破
窗效应。

将破窗效应延伸到司法绩效层面，
院长如果不重视审判管理工作，庭长也
不会重视该项工作，很快办案人员自然
也不会加以重视。因此，要突破司法绩
效，必须跟破窗效应说“不”。

2015年 3月 31日，罗重海分别约谈
业务部门主要负责人，针对 3月份审判
管理情况进行通报，详细分析司法绩效，
特别是结案情况等重点绩效指标中出现
的问题与差距，商讨解决办法，落实审判
责任，力促绩效提升。自此，院长约谈开
始成为永州中院的长效机制。

紧接着，永州中院分管审判管理工作
的副院长周伟平代表中院党组就长期未
结案件数量多、排名靠后的情况约谈了四
个基层人民法院的院长和分管审判管理
工作的副院长。随后，全市各基层法院纷
纷效仿，全面建立起了院长约谈机制。

永州中院建立约谈机制的同时，将
约谈这样一种形式变成调查研究、查明
问题、了解情况、解决难题的过程。

“一方面，通过面对面的约谈，有针对
性地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另一方
面，通过约谈，引起业务部门负责人对审
判管理的重视，促使全体办案人员不断增
强自我审判管理的意识，从而带动整体绩
效指标的提升。”周伟平介绍道。

“以前，我们对审判管理重视不够，以
为把案子办完办好就可以了，哪管它什么
节点不节点。然而，约谈机制建立后，它
就像‘紧箍咒’一样，时刻提醒我要密切关
注办案时间节点，因为稍不注意，就可能
会被约谈。”民三庭庭长李振湘说，“现在，
我不仅担心领导来念我的‘紧箍咒’，我还
主动给办案法官念起了‘紧箍咒’，努力防
止我们庭出现超审限等情况。”

案件审结周期长了，院长约谈；结案
率低了，院长约谈；发改率高了，院长约
谈……正是这样一级管一级进行约谈提
醒，有效扼制了破窗效应，成功破解了提
升司法绩效的密码。

2015年，永州法院长期未结案件占比
下降为0.69%，低于全省平均值3个百分
点，由上一年的全省最高骤降为全省最
低。在全省通报的51个没有二年以上未
结案件的法院中，永州占9个；11个没有
一年以上未结案件的法院中，永州占4个。

“白皮书”叮出马蝇效应
永州中院里放着这样一些通报：《中

院机关办案情况通报》、《超审限、临期在
办案件情况通报》、《全市法院司法绩效

情况通报》、《全市法院长期未结案件情
况通报》……这些通报主要发给院领导
和庭长，详细列出了结案率、法官个人收

结案、个人办案排名、发改率等重要指
标情况。如《超审限、临期在办案件情
况通报》就对距离审限10天、15天、30
天的案件情况都作了详细记载。

“一方面，将审管通报作为指导审
判工作决策的重要抓手，每月对审判
态势进行评估，对质效指标进行统计，
对落后指标、非正常下滑指标进行剖
析，加强调度，落实措施，促进落后指

标提升，以此推动审判工作良好运
行。另一方面，针对审判管理运行情
况，召开审判质效调度分析会，不断调
整和完善工作措施。”张晓龙向记者介
绍了审判管理通报运转情况。

“审判管理通报，就好比是办案提醒
‘白皮书’。它就像马身上的马蝇一样，时
不时给法官‘咬一口’，赶走法官的惰性，促
使法官精神抖擞，如期结案。”周伟平说。

50多岁的办案能手郑霓，因腿部
疾病身体虚弱，却坚持奋战在办案一
线，全年结案121件。“有时候，几十本
案卷摆在面前，只有咬紧牙关，那真
是，腿痛心痛一块袭来，汗水泪水一起
流淌！”郑霓坦言。

2015年，该市一线法官人均结案
122 件，是全省人均结案数 59 件的
2.07 倍。案件平均审理时间 35.2 天，
案件平均执行时间 51.2 天。2016 年
上半年，全省法院民事案件结案前 10
名的法院中，永州占2个；刑事案件结
案前10名法院中，永州占5个。

2016 年 7 月 1 日，永州中院表彰
了李飞等 15名办案能手。从 2015年
开始，该院每半年就会表彰一批质效
双优、办案数多的办案能手，每年表彰
一批办案质效、数量优秀的办案标
兵。这些评选活动成为了全体法官积
极办案、争创先进的鞭策力，全体法官
主动变“要我办案”为“我要办案”。这
些身披红绶带的办案能手、办案标兵
就像一条条鲶鱼一样，瞬间激活了一

池春水，由此激发出法官与法官之间、
庭室与庭室之间相互竞争、相互赶超、
活力四射的鲶鱼效应。

“开展办案标兵、办案能手评比活
动，就是想发挥先进典型模范带头作
用，从而激励和带动全体干警创先争
优，真正做到干与不干不一样、干多干
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起到了鼓
励先进、推动中进、鞭策后进的作用。”
该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张胜广说。

日前，该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办
案标兵、办案能手刘志军被选派出国
考察学习。“我做梦都没想到能够出国
考察学习！”身为80后，进入永州中院
还不到三年的刘志军话语里透露出特
别的惊喜。

“刘志军连续多次办案数量位居全
院第一，去年，他坚持带病办案，办案数
量仍然遥遥领先。”永州中院党组副书
记、副院长柏国春说，“我们希望向全市
法院树立一种有为有位的用人导向，鼓
励大家学先进、赶先进、争先进，激励大
家想做事、能做事、做成事！”

“大数据”营造氛围效应

盛方奇 制图

“指挥棒”带来蝴蝶效应

从“绩效考核办法”入手，通过让“指挥棒”变化来
带动全市法院司法绩效质的飞跃，体现蝴蝶效应

2015年永州市两级法院办案效率指标居全省第一，永
州中院平均办案周期位居全省各中、基层法院第一

2016年上半年永州中院司法绩效排名全省第一, 结案率
和平均办案周期位居全省各中、基层法院第一

“紧箍咒”扼制破窗效应

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建立院长约谈机制，实施一级管一
级的约谈提醒，一方面针对性地拿出约谈问题的解决办法，
另一方面加强了对审判管理工作的重视，有效扼制破窗效
应，提升司法绩效

2015年永州法院长期未结案件占比下降为0.69%，骤降
为全省最低

定期发布审管通报，对审判态势进行评估，以此作为办
案提醒“白皮书”，像马蝇一样“咬”着法官，赶走法官惰
性，敦促法官如期结案

2015年起永州中院每半年表彰一批办案能手，每年表彰一
批办案标兵，让办案能手、办案标兵像鲶鱼一样发挥带头作
用，激活办案之水，带动全体干警创先争优

2015年永州市一线法官人均结案122件，是全省人均结案
数59件的2.07倍

通过永州中院信息化建设核心的审判流程管理系统对审
执环节严格控制，加强督促，保证了办案质量和效率，并引出
强大的氛围效应，将灵活运用该系统变为干警日常自觉行动

“红绶带”激发鲶鱼效应

吴利桥、陈静：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陈骏与被执行人吴利
桥、陈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需对被执行人陈静所有的位于芜
湖市镜湖区中山路伟基商业中心B座 102室房屋房屋进行了评
估。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评估报告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10日内书面
向本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安徽]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
凯里市银时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你公司与季爱民、刘

益华、凯里利金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
案审查，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6）最高法执监 70号
受理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阜新盛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沈阳加州阳光花园房屋开发

有限公司：申诉人沈阳克莱斯特国际置业第一有限公司因与盛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民主支行、沈阳加州阳光花园房屋
开发有限公司借款纠纷执行一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其提
出的执行异议不予立案审查，向本院申诉。本院依法组成了合议
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5）执申字第 106号执行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刘龙河：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李文素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选择
评估机构通知书、（2016）冀 0634 执 224 号民事裁定书（拍卖裁
定）。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责令你接到本通知后
三日内履行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接到本通知后的第五日（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到本院司法技术室选择评估机构，如届时无故
不到，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执行费用、评估费用、拍卖费用和因被
执行引起的其他经济损失均由被执行人承担。

[河北]曲阳县人民法院
赵永彬、梁燕妮：本院提级执行的许艳华等四人与你们借款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16）豫16执字57-2号执行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永彬、梁燕妮：本院提级执行的许艳华等四人与你们借款
纠纷一案，依法委托威海同信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你们位于

乳山市银滩“翰林名苑”小区39号楼2706房屋进行评估，现已作
出威信房估字（2016）第 2-017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现予以公
告送达，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
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周口市天翼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许小明、支全
秋、许欢申请恢复执行本院（2014）周执字第 58号民事判决书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国伟、孔令敏：本院立案执行的周雪花诉你们借款担保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01执400号执
行案件委托评估公司作出的豫郑康鑫源评司鉴[2016]鉴字第064
号房产评估报告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请于本公告
送达期满前，到本院办理本案上述房产评估报告书送达及相关
拍卖手续，逾期不办理，视为送达，如有异议请于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书，逾期不影响本案执行程序，本案将
依法进入拍卖程序。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婷婷：秦彩霞申请执行你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执字第613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和
执行裁定书（二份），裁定变更李存博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裁定
查封张婷婷名下位于金水区燕黑路13号8单元3层99号(产权证
号：1401093641)房屋，现责令你于本裁定生效后3日内履行生效
判决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对上述查封的房
产予以评估、拍卖。同时向你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上述案件
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的通知，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之日起7日内到
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
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本院将依法执行本案。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湖北丰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晁增宏：本院受理湖北荆门五
福源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典当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鄂0804执223号执行通知书、
被执行人财产申报令。限你们自公告期满之日，自动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即向申请执行人湖北荆门五福源丰典当有
限责任公司偿还当金 1928000元及综合费用、利息，承担案件受

理费23500元、执行费22547元。逾期不履行的，本院依法对查封
的位于沙洋县经济开发区汉津大道的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拍
卖。本公告一并执行裁定书及送达选择评估、拍卖机构通知书。
本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二个星
期二上午9时在本院司法鉴定科选择评估、拍卖机构。逾期视为
放弃权利。 [湖北]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

周华：申请人晏军然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江西省上高县美德
纺织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江西省上高县美
德纺织有限公司现已歇业，没有履行能力，你即是公司法定代表
人，又是公司唯一股东，财产混同，应承担被执行人江西省上高
县美德纺织有限公司的相应责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上恢执字第191-1号、第191-2号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财产
申报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送
达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江西]上高县人民法院

大连勃翔工贸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于德文与被
执行人大连勃翔工贸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司送达本院（2016）辽 0213执恢 1-1号执行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
李贺：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大连友航塑料包装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李贺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6）
辽 0213执恢 18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 [辽宁]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

张星：本院（2015）开民初字第 4299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
律效力，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大窑湾支行于
2016年4月18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已立案执行。因无法直接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辽 0291执 1282号执行通
知书、财产申报通知书、执行裁定书，限你自送达之日起3日内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郭秀英：本院（2015）开民初字第 4296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
法律效力，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大窑湾支行
于2016年4月25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已立案执行。因无法直
接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辽 0291执 1440号执行
通知书、财产申报通知书、执行裁定书，限你自送达之日起3日内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程宝辉：本院受理潘向军诉程宝辉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潘

向军申请执行（2014）扎民初字第01799号民事调解书。本院依法
作出（2016）内2223执恢3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人所有
的一台货车车牌号蒙F18211、半挂车牌号蒙F3729，并由本院依
法委托兴安盟利民机动车鉴定评估所对该车辆进行价值评估，
现已作出兴利车鉴字(2016)第 91号鉴定评估报告书。现本院对
上述执行裁定书及评估报告书依法予以公告。自公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执行局领取执行裁定书及评估报告书，逾期则被视为
送达。 [内蒙古]扎赉特旗人民法院

张建华：本院受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申
请执行张建华公证债权文书一案，依法对被执行人张建华所有
的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桥靠西街金宇紫光小区 21号楼 2层 3
单元 201号房屋（所有权证号：呼房权证赛罕区字第 2011107911
号）进行评估。现向你公告通知到本院司法鉴定技术室领取随机
选择专业机构通知书、选定专业机构告知书、现场勘验通知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司法鉴定技术室随机选择评估机构，领取
选定专业机构告知书。于选定评估机构后第10日进行现场勘验。
逾期视为你放弃评估程序中的相关权利(本通知中限定的时间
均遇法定假日顺延）。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宁锐静、邹沅桦：本院受理的段玉洪、杨桂珍申请执行宁锐
静、郎斌、邹沅桦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法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昆明麦普司鉴(2016)字第 042801、050401号鉴定报告，
经对被执行人宁锐静名下所有的位于度假区内滇池卫城A4区
(二期)B区 1-2层商铺 22室(证号：201397393)的房屋进行评估，
评估价值为5282501元、被执行人邹沅桦名下所有的位于昆明市
兴泽园A幢7层、-1层(证号：200905219、200905221)的房屋进行

评估，评估价值为 17408183元。如对评估报告书有异议，限被执
行人宁锐静、邹沅桦自本公告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
议。逾期本院将依法拍卖或变卖被查封的房屋。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汪牡丹：本院受理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唐
小三、杭州昆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
案，依法委托江苏同方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杭州市江干
区玺之湾 8 幢 1 单元 1102 室房屋进行评估，现已作出苏同方
[2016]（杭房）（法）（估）字第0028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现予公告送
达，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申请重新评估。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浙江]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张凌、翟书柏：本院于 2015年 7月 28日立案受理重庆北碚

稠州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翟书柏、张凌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碚法民执字第 01826 号
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在案件执行期间，本院已依法委托有关机构对翟书柏所有
的位于重庆市北碚区北温泉街道缙云大道 99 号 29 幢附 29-2
号房屋进行了司法评估。现重庆恒申达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
价有限责任公司对房产已评估完成，估价报告编号：重恒申达
（司法）房评报字（2015）第 34号，评估总价为 235.77万元。现向
你们公告送达上述评估报告。评估报告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0日内未向本院提出
书面异议，本院将依法拍卖上述评估的房产。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
苏光清：本院受理申请人黄书莉与被申请人苏光清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保全完毕。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渝
0118执保354号执行裁定书。本院依法裁定如下：对权利人苏光
清的位于重庆重庆市永川区昌州大道东段 888号 5幢 5-6房产
（205 房地证 2015 字第 24920 号）予以查封，查封期限三年，从
2016年6月13日起至2019年6月12日止。查封期间，不得办理抵
押、转让等权属变更、转移登记手续。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
效力。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
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本裁定的执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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