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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俏 陈小康 文/图主题阅读

“最高人民法院始终高度重视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和广泛开展与人大代表联络的工作。特别是 2013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新
一届党组和周强院长要求全国法院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拓宽联络渠道，为人大代表深入了解、广泛参与和有效监督法院工作创造条件、提
供平台。今年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司法体制改革和代表关注问题，以及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关于司法公开的专项报告的有关内容，继续
分批组织开展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法院专项活动，让代表们深入了解各地法院在深化司法公开、推进司法改革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在司法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直接听取全国人大代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在全国人大代表视察重庆法院活动伊始，最高人
民法院副院长景汉朝发表讲话。

9月19日至23日，来自8个民主党派的21位全国人大代表，来到重庆市梁平县、万州区、开州区、沙坪坝区，通过视察派出法庭、旁听行政
案件庭审、了解司法为民工作等，实地视察了重庆市三级法院的各项工作。

代表重庆行 感受大山深处的司法深情

充满人情味
洋溢文化范

打造智慧法院
信息化建设做得实

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中央委
员、华夏董氏兄弟集团执行董事董配
永翻开 《重庆法院数据云中心》 图
册，认真阅读起来。不一会儿，数据
云中心跃然于大屏幕上，重庆市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钱峰亲自进行了讲解。

9月20日，人大代表一行来到重
庆高院信息集控中心，了解重庆法院
信息化建设情况。重庆法院公众服务
网、巡回审判系统、辅助办案系统、
决策分析系统……代表们听得仔细、
认真，不时拍照记录。

“怎么防控原始数据造假？”全国
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常委、湖南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勇提问。

“裁判文书中的案件的全部信息
是否全部上网？”全国人大代表、湖
南德力电力建设有限公司职工刘绍英
问。

“裁判文书的公开率是多少？”全
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
明雯问。

钱峰和重庆高院审管办主任吴道
敏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重庆法院的信息化建设做得很
实，注重三级法院数据信息的互联、
互通，很不容易。”全国人大代表、
民建安徽省委副主委李霞评价说，重
庆法院注重技术的研发，值得推广。

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常委韩
建敏表示，信息化建设推进了司法公
开、司法为民，为法院专业化建设打
下了基础。

“互联网运用直接催生了智慧法
院的诞生，让司法公开变得可行、有
效。”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委
孙继业认为，人民法院的信息化建设
有三个效果——提高工作效率，有利
于司法公开，有助于文化形象输出。

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福建省委
会副主委赵静说，重庆法院运用科技手
段加大监督力度，拓展监督空间，提高
了监督成效，助推打造过硬法官队伍，
使得法官不断提高接受监督和自律的
意识，有效解决司法不廉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农工党中央常委、重庆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杜黎明表示，在最高人
民法院的监督指导和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重庆法院以内涵式发展为引领，
改革试点成果获得中央改革办充分肯
定。中央深改组《改革督察情况》对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公开三
大平台建设做法进行了介绍推广。

柚乡陪审员
制度改革有成效

乡镇中学教师梁姗作为人民陪审

员，参与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理，
发现被害人“祝标”和被告人“李新”
曾经是自己的学生……

在梁平县人民法院观看该院拍摄的
微电影《柚乡陪审员》时，全国人大代
表、四川省眉山市文联副主席何学彬流
下了感动的泪水，她说，微电影拍摄得
非常好，反映出了人民陪审员的日常工
作，梁平法院对人民陪审员制度进行了
细化和规范化，也值得推广。

梁平法院院长石溅泉介绍，该院以
随机选为重点，探索推进队伍选任改
革；以事实审为重点，创新推行审执权
改革；以信息化为重点，强力推进管理
规范改革。

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郭粤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微电影
关注未成年人审判，题材很好，很受感
动。

“通过微电影，不仅看到人民陪审
员发挥的作用，还看到了法官的责任感
和为当地百姓服务的精神。”全国人大
代表、民进广东省委会主委鲁修禄说，
梁平法院的陪审员制度改革很成功。

全国人大代表、农工党安徽省委副
主委蒋厚琳表示，梁平法院确实发挥了
人民陪审员的作用，不流于形式，他们
制定的人民陪审员工作制度很好。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草根法官”也网红

奉节县人民法院第三人民法庭的5
名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的干警因乘坐溜
索下乡巡回办案，被称为“溜索法
官”；开州区人民法院积极构建多元化
纠纷解决机制；万州区人民法院法官用
百姓听得懂的方言和乡约民规下乡巡回
审判，并大力保护三峡库区的生态环
境；忠县人民法院女子法庭坚持“宁愿
自己多上门，不愿百姓多跑路”，推进
家事审判试点改革。

重庆法院一系列接地气的工作引起
了代表们的关注。

“法庭对乡镇调解员有什么指导形
式？”

“在巡回审判中，民商事案件的调
解率是多少？”

在开州法院汉丰湖人民法庭与几家
基层法院的院领导座谈交流时，谢勇代
表和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委
员、九三学社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阎建
国提出了自己关注的问题。

阎建国代表说，奉节法院的“溜
索法官”调解率达到 90%以上，应该
大力弘扬、宣传，要继续强化法院调
解的作用。

“司法公正特别重要的是看得见、
摸得着的公正，老百姓的获得感非常重
要。”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教育科
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马旭说，重庆的
基层法院很接地气。

刘绍英代表说，基层法院的法官们
把巡回法庭搬到老百姓家中，把法送到
老百姓心中，真正做到司法为民，让人很

“感动”。
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傅莉

娟认为，法官到基层，不仅帮助百姓解
决矛盾，同时也起到普法宣传的作用，
让法律真正入心，收到“审理一案，教
育一片”的效果。

“法官深入基层，可以称之为‘草

根法官’，但他们不土气，也会运
用新的科技手段和司法理念，注重
调解工作，真正为百姓化解矛
盾。”全国人大代表、民盟安徽省
委副主委钱念孙告诉记者。

“基层法官有生命力、创造
力，充满智慧。”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涛认为，基
层法官条件艰苦，有很多年轻人，
他们也是“网红”、明星，作为人
大代表，要帮助他们解决现有的问
题和困难。

在万州区法院分水人民法庭，
全国人大代表、台盟安徽省总支
部主委、安徽省政协常委陈清海
注意到了“巡回审判包”。分水法
庭庭长许仕钰介绍，通过巡回审
判包，法官在巡回审判时，可以
现场制作庭审笔录、法律文书、
同步录音录像，实现内、外网庭
审直播。陈海清代表评价说，巡回
审判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法官的
工作环境，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法院
的审判质量。

地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内容：视察信息集控中心、听取法院工作情况
介绍

地点：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内容：视察诉讼服务中心、了解文化建设

地点：万州区人民法院分水人民法庭
内容：视察科技法庭、了解便民诉讼工作

▲

▼
地点：开州区人民法院汉丰湖人民法庭
内容：分别听取奉节县人民法院、开州区人
民法院、万州区人民法院、忠县人民法院
对“溜索法官”、诉调对接工作、三峡库区
环境审判及女子法庭工作情况的介绍

地点：梁平县人民法院
内容：观看微电影《柚乡陪审员》、与法官
互动交流

◀

地点：沙坪坝区人民法院陈家桥人民法庭
内容：旁听行政案件庭审、听取行政审判工
作情况介绍

▼

代表们来到万州区法院分水法庭视察法庭建设情况。 代表们在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听取工作情况介绍。 代表们在沙坪坝区法院陈家桥法庭视察，了解法庭家事审判工作。

“当人民调解员有什么要求？”
“您来多久了？您觉得您的调解

工作有效果么？”
“委托调解和委派调解有什么区

别？”
在沙坪坝区人民法院陈家桥人民

法庭的诉调对接室，代表们围在人民
调解员黄晓年的桌前，提出了许多关
心的问题。随行的重庆高院副院长黄
明耀也回答起代表们的问题。

随后，代表们在陈家桥法庭旁
听了一起行政案件的庭审。这是全
国人大代表、民建山东省委副主
委、山东省枣庄市副市长赵联冠第
一次在基层旁听案件庭审，他表
示，庭审过程规范、有序，从对庭
审的掌控和把握上，也感受到了基
层法官素质水平的提高。

“也改变了我以前对派出法庭的
印象，现在硬件设施很完备，公信力
也有了很大提升。基层法官甘于奉
献，很辛苦，要加强基层法院工作人
员的配备。”赵联冠代表说。

在万州区人民法院分水人民法
庭，万州区法院院长卢伟介绍了巡回
审判的工作情况，他说，法官走出法
庭，深入基层服务百姓的工作深受欢
迎。

“分水法庭很有人文关怀，体现
出了人情味，让法律真正走到人民
中，以人为本为百姓服务，法官通过
巡回审判工作，与人民紧紧地结合在
了一起。”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
委员、吉林省委专职副主委郭乃硕表
示，法庭中还有法官自己的摄影作
品，养花种菜，是一种温情的体现。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文化
建设给谢勇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他
告诉记者，该院建设了文化长廊，把
古今中外的历史故事用图画的形式展
示出来，很有特点。

钱念孙代表表示，法院的文化
氛围很浓郁，将书法上墙，还有盆
景、花园，很有品位，可见重庆法
院对法官的文化培养，也体现出了
法官对工作和生活的热爱。

董配永代表在接受采访时说，人
民法院通过多种多样的文化建设，在
工作中汲取了很多传统法治理念，走
出了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

全国人大常委会道路交通安全
执法检查组在山东进行执法检查

10月8日至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道路
交通安全执法检查组在山东进行执法检
查。“道路交通安全法贯彻实施需要各有关
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张宝文在执法检查时这样表示。

据悉，这次执法检查要通过调查研究，
在了解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情况的基础
上，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有针对性

地提出完善立法、改进执法的意见建议，
推动全社会广泛关注道路交通安全。

新疆出台新规依法推进南疆
免费高中教育

自2016年11月1日起，新疆将根据
最新出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地
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条例》，保障南疆免
费高中教育稳步推进。

根据自治区近日对外公布的《条例》，
具有南疆地区户籍或者以其为经常居住
地，并已完成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的适龄初
中毕业生，不仅能够免费完成高中阶段教
育，还能够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免费接受

高中教育的权利。同时，自治区和南疆将
以政策、资金、师资等各方面的“倾斜”，深
推免费高中教育。

按照《条例》要求，自治区人民政府需
实行面向南疆地区配置优质教育资源的

“倾斜”政策。南疆地区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需将普及免费高中教育纳入本地发展
规划，并保障教育经费的足额投入，在新
建居民区时需同步建设高中阶段学校。

自治区教育厅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0年之前，南疆地区高中升学率仅为
23％。随着近年来国家和自治区各项优
惠措施的大力实施，升学率不断提高，但
仍低于全疆平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