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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基层
法行基层”
”好新闻竞赛

［综合新闻］

新闻热线（010）67550900 电子信箱:fyxw@rmfyb.cn

复植补种修复生态
黄 涛 高海硕 文/图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9 月 20 日，福建省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莫兰蒂”台风
灾后恢复重建提供司法服务保障的意见》。
《意见》
要求，厦门法院要增强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
全力
以赴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充分发挥人民
法院的职能作用，为厦门全市台风灾后恢复重建
工作提供有力司法服务保障。
《意见》 强调，要延伸职能、主动作为，强
化多元化解各类涉灾矛盾，深入基层社区、校
区、厂区等群众生产、生活第一线，及时就地解
决人民群众涉灾司法需求，努力发挥司法引领受
灾群众依法自建自管的作用，从源头上解决涉灾
问题，减少涉灾矛盾。要充分发挥诉调对接机
制，积极主动走访土地房产、建设管理、保险、
劳动仲裁等部门，综合运用法律法规、行政管
理、心理疏导、舆论引导等手段，促进涉灾矛盾
联调、涉灾问题联治、涉灾工作联做、涉灾平安
联创。
《意见》要求，要立足审判、强化服务，公正高
效审理各类涉灾纠纷。开辟涉灾案件绿色通道，
对提起诉讼的涉灾案件要做到优先立案、优先审
理、优先判决。要加强对台风灾害引发的房地
产、保险、侵权、产品质量等诉讼案件的审判工
作，提高审判质量效率，切实维护各方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把涉灾案件执行作为基本解决执行
难专项治理的重要范围，对涉灾案件坚持优先立
案、及时保全、强化执行，积极兑现人民群众涉灾
司法需求。
《意见》还指出，要建立健全涉灾矛盾纠纷
排查制度、涉灾案件业务指导制度、涉灾案件通
报制度，确保矛盾纠纷就近、便捷、高效、稳妥化
解，实现涉灾案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
统一。

加强社区矫正衔接配合 确保依法适用规范运行
⇨上接第三版
另外，还对 《衔接配合管理的意
见》 与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 等规定的
衔接作了规定。
问：《衔接配合管理的意见》 对现
实工作有哪些指导作用？
答：社区矫正是对我国刑罚制度的
改 革 完 善 。 2011 年 刑 法 修 正 案 （八）
和 2012 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初步确
立了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2012 年 1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司法部制定下发了 《社区矫正
实施办法》，对社区矫正执行体制、执
行程序、矫正措施、法律监督等作出规
定，在社区矫正工作发展中起到了积极
的指导、规范作用。
社区矫正是我国一项新的刑罚执行
法律制度，是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下执行
刑罚，在社区服刑人员不脱离家庭、保
持正常的生活工作状态下对其进行监督
管理、教育矫正和社会适应性帮扶，将
其改造成守法公民。社区服刑人员数量
大且在开放的环境下接受矫正，容易受
到消极因素的侵蚀，再次违法犯罪的风
险不小，将其教育改造成守法公民，需
要多部门参与，形成合力。工作中，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
行政机关密切合作，协调配合，共同研
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问题，推进了
社区矫正工作发展，使之成为司法体制
改革的重要成果。《衔接配合管理的意
见》 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司法部在认真调查研究，
反复沟通，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制定出台
的，解决了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和 《社区
矫正实施办法》 等尚未明确规定，但工
作实践亟待解决的一些重点问题，有利
于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法制化、规范化、
制度化水平，是继 《社区矫正实施办
法》 后，又一个社区矫正工作操作性强
的指导文件，也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落实中央
关于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要求的重要举
措。《衔接配合管理的意见》 出台，有
利于各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
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进一步完善社区矫
正工作机制，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提
高社区矫正实效。对基层一线工作人员
在具体工作中履行岗位职责，落实社区
矫正调查评估、交付接收、监督管理、
收监执行等重点环节的工作要求，确保
依法依规落实工作措施，具有很强的指
导作用。
问：作为社区矫正指导管理、组织
实施职能部门，司法行政机关如何贯彻
落实 《衔接配合管理的意见》？
答 ：《衔 接 配 合 管 理 的 意 见》 是
“两高两部”继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
之后联合出台的关于社区矫正工作的重
要规范性文件。各地司法行政机关要采
取有力措施抓好 《衔接配合管理的意
见》 的贯彻落实。
一是要充分认识出台 《衔接配合管
理的意见》 的重要意义。随着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深入贯彻落实，社区矫正工作
中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对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
机关加强工作衔接配合管理，更好地推
进社区矫正发展提出了挑战。《衔接配
合管理的意见》 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
需要，对做好对社区矫正适用的调查评
估、社区服刑人员的交付接收、日常实
施监督管理、依法及时收监执行等工作
明确了规定、细化了要求，有利于司法

行政机关充分履行职责，完善矫正措
施，提高矫正质量，充分发挥非监禁刑
罚打击惩罚犯罪、教育改造罪犯的功
能。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从确保国家刑
罚正确实施、有效惩治预防犯罪，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准确把握 《衔接
配合管理的意见》 的主要内容，认真做
好学习宣传贯彻工作。
二是要主动加强与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公安机关联系沟通。社区矫正
试点试行和全面推进工作由“两高两
部”根据中央部署共同推进。与 《社区
矫正实施办法》 一样，《衔接配合管理
的意见》 也是由“两高两部”共同制
定，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好 《衔接配合
管理的意见》 也是“两高两部”的共同
任务。司法行政机关特别是县级司法行
政机关要主动加强与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公安机关、监狱等部门的沟通联
系，通过召开联席会、座谈会等形式，
认真学习 《衔接配合管理的意见》，结
合本地实际，认真研究，提出落实措
施，出台相关规定，使部门间社区矫正
工作衔接更加紧密，责任更加清晰，配
合更加顺畅，进一步提高社区矫正效
果。
三是要抓好学习培训。各地司法行
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要把组织学习 《衔
接配合管理的意见》 作为近期工作的重
要内容，司法部在 2016 年全国社区矫
正培训班上已将 《衔接配合管理的意
见》 作为重要培训内容作了讲解。各
地司法行政机关也要有计划、分步骤
地逐级开展专题培训。要把调查评估
的期限要求、社区服刑人员脱漏管情
形认定及处置、与公检法部门定期通
报核对情况数据、对社区服刑人员收
监 执 行各 部 门职责 等作为重 点内 容，
详细深入讲解，使县级司法行政机关
特别是执法一线的同志深刻理解、准确
掌握，提升执法能力，确保社区矫正的
正确实施。
四是抓好工作落实。各级司法行政
机关要认真梳理本地的有关规定，对与
《衔 接配 合 管理的 意见》 内容 不一 致
的，要尽快修改完善，建立健全社区矫
正执法管理相关制度，促进工作规范开
展。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
要 按 照 《衔 接 配 合 管 理 的 意 见》 规
定，会同有关机关进一步依法做好调
查评估、社区服刑人员接收、日常监
督管理、收监执行等工作，按照规定
程序，及时规范办理需要通报、告
知、抄送等有关事项，建立司法行政
机关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
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沟通联系的长效机
制和工作平台，实现有关情况互联互
通、动态共享。要加强对 《衔接配合管
理的意见》 落实情况检查督导，确保各
项规定内容能得到落实。
五是要总结经验，不断研究解决新
问题。社区矫正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
重要内容，全面推进社区矫正时间还不
长，各地司法行政机关要把进一步落实
“两高两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 与贯
彻落实 《衔接配合管理的意见》 结合起
来，认真研究解决贯彻落实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
法，不断增强社区矫正工作实效。同
时，也要注意研究工作实践的新情况新
问题，及时提出对策建议，促进社区矫
正工作依法规范运行，使其在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更加积
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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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新县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法官
近日到陡山河乡塘湾村巡回审判一起滥伐林木
案。新县森林公安局、司法局、陡山河乡等相
关负责人到场观摩庭审，各村干部、护林员、
村民代表等 30 余人到现场旁听庭审。
经查，2015 年 10 月份至 2016 年 1 月 18 日
期间，被告人郑某波在未取得林业采伐许可的
情况下，雇请民工利用油锯砍伐其所承包的陡
山河乡塘湾村破耳山林场上的树木，并将所砍
伐的树木在炭窑中进行焚烧制炭。截至案发
时，共烧制 106 袋木炭 （约 5300 斤）。该木炭
已全部被新县森林公安局依法扣押。经鉴定，
郑某波在破耳山林场上共砍伐林木 21.8859 立
方米。
审理过程中，经合议庭主持协商，被告人

本报讯 “飞机不能坐、高铁不能
乘、贷款批不下，更难受的是，网上随便
一查就是我儿子的个人不良信用信息，
这给我儿子造成的困扰太大了，
唉！
”
9月
19 日，一名田姓“老赖”的父母到湖南省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来履行执行义务
时感叹失信名单的威慑。
2014 年 9 月 8 日，田某驾驶电动车
撞伤行人曾某凤，经交警认定，田某承
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双

郑某波承诺在其滥伐林木的原地补种杉木、银
杏等树木，并作为被监管方与监管方陡山河乡
森林资源管理站和陡山河乡司法所达成了复植
补种监管协议，约定了复植补种的权利义务和
责任。经审查，该复植补种监管协议合法、真
实有效，合议庭依法予以确认。合议庭针对案
情，结合被告人郑某波的悔罪态度，根据复植
补种生态修复机制的意见精神，并据此在量刑
时作为酌定情节对被告人予以从宽处罚，遂作
出判决，被告人郑某波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
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 元。
图①：巡回审判现场。
图②：法官前往复植补种公益林路上。
图③：法官在实地察看复植补种公益林。

③

本栏目邮箱：yxfxjc@163.com
欢迎踊跃来稿

大男人出不了门 老父母操碎了心

长沙开福区法院失信“黑名单”发威
方协商多次未果，曾某凤遂诉至法院。
2015 年 5 月 6 日，开福法院依法判决被
告田某赔付原告曾某凤事故损失共计
22685 元。田某不服上诉至长沙市中级

人民法院，二审依法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田某拒不履
行。2015 年 11 月 11 日，曾某凤申请
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田某仍拒

调解是学问也是艺术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助理审判员 徐晓琴
在基层法庭待的时间不长，却让
我心得满满。这里的案子不大，多是
家长里短；人不多，
都是乡里乡亲。
“在基层，调解可是一门大学问，
调解的功夫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办案水
平。
”
这话是上班第一天老庭长告诉我
的。我心里暗想，
“这种评判标准是否
太片面？”后来，我渐渐认同了他的观
点。
就像黄金比例分割线的完美与恰

⇨上接第一版
为此，吴忠中院确定逐步下放裁判
文书审批权的思路。
2015 年 4 月，该院开始实行调解、
撤诉裁定、保全案件及申请裁定、公告
等程序性的法律文书，从由庭长签发逐
步过渡到由审判长签发，庭长未参加合
议庭的不签发。2016 年开始，该院确
定了承办法官、审判长、分管院领导分
类签发法律文书的模式。
据盐池县法院党组副书记李春华介
绍，
该院就制定了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
⇨上接第一版 社区服刑人员脱管
的，由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视情形
依法给予警告、提请治安管理处罚、提
请撤销缓刑、撤销假释或者对暂予监外
执行的提请收监执行。
《意见》 明确，社区服刑人员因违
反监督管理规定被依法撤销缓刑、撤销
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被决定收监执行
的，应当本着就近、便利、安全的原
⇨ 上接第一版 “就是要站在群众的
角度思考，才能把矛盾从根上解决。”
“不光要案结事了，还得案结事
好。”一直活跃在侗乡田野进行巡回审
判的法官王小芸经常这样告诫同事，案
件如果生硬裁判，无法真正了解双方的
矛盾，有时还会使矛盾加剧，因此，必
须要把调解工作贯穿于审判的全过程。
这在拥有独特风俗习惯的少数民族地区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北里西区22号（南区） 邮政编码：100062 法院公告咨询：
（010）67550885\6\7 广告咨询：
（010）67550870

当，每 个 矛 盾 总 有 一 种最佳的 解决方
式。一个租地合同纠纷中，50 户村民与
租赁其土地的民办学校僵持对立，一方
面要保护村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不能打
击民办教育的积极性。调解中，数种解
决方案被否定。
“能不能让学校减半收取
被占地农户家孩子上学的费用以换取学
校继续租用村里的土地？”
这个方案使喧
闹的场面一下子静下来。沉默之后是一
片赞同的声音，因为这个方案对于该案
来说就是一个黄金比例分割线。
在调解中，态度越诚恳，赢面越大。
法官调解的态度应传达出“要将案子解
决好，而不单单是解决了”这样的信息，
否则再多的口舌都是徒劳。一起纠纷
中，40 多岁的农妇在煤矿搬运木材受
伤，
因为证据不充分，
煤矿、
木材商、
运输
公司三家相互推脱责任。调解过程中，
煤矿、
运输公司同意按比例分担，
木材商
却因为几千块钱迟迟不肯点头。又一通
电话打过去，
木材老板终于接了电话，
听

得出来他正在与朋友聚会。法官主动
客气地说：
“ 听起来您现在不方便谈，
晚一点再给您打吧！”对方顿了一下，
说：
“冲您的态度，
我同意了。”
叩开人的心扉也许就是一句话，
所
以，
点金之语往往能扭转局面。记得一
个离婚案子，
尽管感情早已破裂，但女
方死活不离，
并扬言：
“我不离，不是因
为我还爱他，我就是要拖住他……”看
来只有调解才能打开她的心结，
但多次
劝说都无法奏效。
“你的长相、
身材都挺
好，
何必拿自己的青春跟一个不爱你的
人耗，
难道非要等到人老珠黄才罢休？
”
女法官这样说道，
作为女人，
她知道女
人最在乎什么。当事人转过身，
正好对
着窗玻璃中自己的身影，
她下意识看了
看，
像在重新审视自己，
我知道那一瞬
间，
她的想法已经改变。
“你要用他们的语言与他们交
流。
”
这是老法官对我的告诫。一个赡
养案子中，副庭长将五个儿媳妇全交

为更好发展打下基础
对院、庭长的职权进行了详细规定。
“改革中，也有法院反映不敢放
权，许多年轻法官不敢自己签发裁判文
书。
”陈刚说，
“因此，文书签发权要逐
步还权于法官。
”
伴随着裁判文书签发权下放，审委
会制度改革和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建立相
继而来。宁夏高院提出，要重新定位审

判委员会职能，实行专业法官会议制
度，在限缩审委会讨论案件范围的同
时，保证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审
判质量。
“专业法官会议就是提供咨询性意
见，
具体是否采纳还是由合议庭决定。
”
青铜峡市法院副院长李兴华表示。
吴忠中院则规定，专业法官会议

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衔接配合管理
则，送交其居住地所属省份看守所、监
狱执行刑罚。撤销缓刑、撤销假释裁定
书或者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收监执行决
定书应当在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教育场
所公示，属于未成年或者犯罪的时候不

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
刑罚的社区服刑人员除外。
《意见》 还就人民检察院加强监
督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规定社区矫
正交付接收中存在“居住地县级司

黎平：伟大转折开始的地方
尤为重要。
“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村规民约，很
多问题可以由村寨中德高望重的寨老解
决，所以许多案件到现场的效果更
好。”黎平法院分管民事审判的副院长

廖声艳告诉记者，法院经常请村民和
乡镇干部向法官教授少数民族语言，
目前在法院干警中，能熟练掌握汉语
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双语法官”占到
73%。

不履行，开福法院依据申请执行人曾
某凤的申请，依法将被执行人田某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6岁的田某出不了远门，
谈不了生
意，
这下急坏了父母。田某父母主动联
系法院，代儿子履行了生效判决义务，
并要求将儿子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
撤下。承办法官与执行双方当事人联
系后，
依法将田某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中撤下。
（王必杰 刘 华）

给我，自己把老人的五个儿子叫到
一起单独调解。不久，他们那边已
传出了笑声，我推门只见满屋烟雾
和一地烟头。副庭长事后告诉我，
他用一包烟和两个笑话说服了他
们。我很纳闷这一包烟是怎么回事
儿。他解释，
抽烟也是一种交流，
与
他们一道抽烟才能拉近距离。用他
的话说
“烟一抽，
就表示这是男人之
间的对话”。我终于明白用他们的
语言交流不仅仅指说话，更多的是
指他们所习惯的方式。
调解的确是一门学问，没有哪
一个固定模式可以“包治百病”，因
为矛盾就像万花筒，永远是千变万
化，也是千差万别。调解也是一门
艺术，矛盾的变化促使调解的方式
要不断变化，它考量着法官的智慧
和技巧，
但无论怎样，
我想万变不离
其宗的应当是法官心里的公正。

应包含入额法官及学历高、业务能力
强、理论功底扎实的法官助理等 7 至 9
名，
负责讨论案件疑难问题，
为合议庭
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提供咨询意见。
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有法院法
官反映，许多诸如打扫包干区域卫生
等非法院工作的任务仍然需要法官承
担，分散了办案精力，增加了工作负
担。
“这种情况也在好转。今年，县
里要求的招商引资和争项目争资金的
任务已经取消。
”李春华说。

法行政机关依法应当接收社区服刑
人员而未接收”等 6 种情形，社区矫
正监督管理活动中存在“居住地县
级司法行政机关对违反社区矫正规
定的社区服刑人员，未依法给予警
告、提请治安管理处罚”等 4 种情
形，社区矫正收监执行活动中存在
“看守所、监狱未依法收监执行”等
6 种情形的，应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夜幕降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侗族大歌正伴随着绚烂
的灯光在城市中心的广场上演，整个
城市陷入缠绵温柔的歌声中。
刚结束工作的毛恩跃发来消
息 ：“ 今 天 的 案 子 巡 回 法 庭 调 解 成
功，原告和被告已经一起去喝酒
了。”
（本报黎平 9 月 2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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