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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俏 文/图主题阅读

10月 11日，来自吉林、重庆、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7个代表团的 24名全国人大代表来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为期一周的视察福
建法院活动由此开始。视察活动伊始，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徐家新对破解执行难、司法公开、司法体制改革、队伍建设等今年
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及全国法院的各项重点工作向代表们作了介绍。

此后，代表们先后来到泉州市、龙岩市和漳州市，实地视察了福建法院在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生态环境资源司法保护、诉讼服务平台建
设等方面的各项工作。

人大代表福建行 款款深情为八闽

像保护眼睛一样
保护生态环境
庭前“三调查”、判前“三落实”、判

后“三到位”，是长汀县人民法院的生
态司法“三三”工作机制。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
流失最为严重的县之一。2012年，长
汀法院研究制定了《关于为推进水土
流失治理建设生态长汀提供司法服务
保障的意见》，决定推行生态司法“三
三”工作机制。

在长汀县水土保持科教园园区，
代表们了解了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情
况及长汀法院为生态司法保护所付出
的努力和成效。

“长汀法院做得非常好。”全国人
大代表、甘肃省林业工作站管理局正
高级工程师何丽霞不禁感叹，长汀法
院工作到位，补植复绿的理念很好，对
生态修复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成立
专门的生态资源审判庭也是一种进
步。感到了法律的“温馨”，有“一判三
赢”的效果。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六盘水市
实验小学教师吴明兰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生态司法“三三”工作机制人
性化，以人为本。赔偿补种的方法，既
能维护法律权威，又能保护青山绿水。

全国人大代表、读者出版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彭长
城表示，通过长汀法院的生态司法“三
三”工作机制，能找到合理的恢复生态
的办法，更好地结合了教育、补偿、处
罚等，体现了人文关怀，也说明法院承
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

全国人大代表、长春新大石油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刘桂凤
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民幸福的
关键所在，福建法院在生态资源环境
的司法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效果
好、速度快，值得推广。

“福建法院结合省情，推动生态资
源环境保护工作，出台一系列强有力
的措施，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农业委员会原
党组书记任克军说。

“一路走来，福建的生态环境很好，
司法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法院的各
项措施都取得了成效。”全国人大代表、
中核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
副书记朱纪说，福建法院把生态环境资
源保护工作融入大局，创新了很多有特
色的工作方法，让法律真正落地。

最高人民法院联络办副主任张天
若表示，此行代表们不仅记住了人民
法院的跨越式发展，也记住了福建的
绿水青山。视察活动体现了代表们对
人民法院工作的高度关注与大力支
持，更体现出人大代表对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的责任与担当。

进入智慧法院
看得见、信得过、能感受

每一个审判法庭看得见，每一个
人民法庭看得见，每一次诉讼服务看
得见，每一个审判流程看得见，每一
次执行过程看得见，每一次安防处突
看得见，每一台警用车辆看得见，每
一项公开民主看得见。

福建高院新闻发言人严峻的介绍
不缓不急，字字清晰；大屏幕上的演
示不断变换，大数据的运用吸引着代
表们的眼球。严峻说，福建法院着力
构建“看得见、信得过、能感受”的
司法公信建设体系，信息化建设服务
人民群众、审判执行、审判管理的作
用在有效提升。

“全国法院的信息化建设都做得
很好。听了福建法院的介绍，清清楚
楚，感到他们在努力维护审判的公
开、公正，让百姓的获得感更强。”
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常委韩建敏
在听取司法公信建设情况后谈起了自
己的感受。

“福建法院加强信息化建设和规
范化建设，很有成效。”全国人大代
表、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王团镇罗
家河湾村卫生室村医马玉花说。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森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柏广
新认为，福建高院锐意改革、敢于创
新，司法公信体系建设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加快建设机制活、产业优、
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提供了有力
司法保障。

跨域连锁直通
法院就在您身边

在泉州市内，无论是哪里人，无
论案件属于哪个法院管辖，只要当事
人迈进任何一个法院、任何一个法
庭，案件都可以得到受理、解决，避
免群众因打一次官司而来回跑、四处
跑。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坚持“连
锁联动、全城覆盖、标准运作、便
捷优质”的思路，以全市 12 个法院
（包括中级法院）、42 个人民法庭为
点，构建涵盖诉前、立案、审判、
执行阶段的“跨域·连锁·直通”
式诉讼服务平台。

“我们倡导‘法庭就在身边、法
官就在身边’，当事人就近选择任何
一个法院或法庭，都能感受到全流
程、无差别的司法服务，不用因为案
件异地管辖而来回奔波。”泉州中院
院长欧岩峰介绍，“宁可法院多麻
烦，也要让当事人少跑腿”，实现泉
州法院诉讼服务“一盘棋”、网络全
覆盖“连锁式”、“一揽子”解决诉讼
服务难题。

“泉州中院把法院搬到百姓家门
口，亲民、接地气，可以让百姓方
便、快捷地打官司。法官付出了很多
努力，做得很好。”全国人大代表、
陕煤集团铜川矿业有限公司下石节煤

矿工会主席徐群贤评价说。
“他们从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出

发，建立了‘跨域·连锁·直通’的
诉讼服务平台，创新了异地受理案件
的新模式。”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廖
庆轩表示，泉州中院工作细致，进行
了创新型的探索，提高了工作效率，
节约了百姓的诉讼成本。

“泉州中院做到了让人民少辛
苦，法院多服务。”全国人大代表、
民革中央常委谢德体对记者表示，这
种做法应该在全国推广，让百姓都能
打得起官司，在当地就能完成诉讼服
务的全过程。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文联副主
席姚晓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福
建法院很多细胞都在构建着为民措
施，比如‘跨域·连锁·直通’平
台，体现了他们的司法情怀和担当。”

泉州中院的家事审判庭，更是让
姚晓英代表直呼，“这是做心灵按摩
的地方”。

家事调解室、心理疏导室、亲子活
动区……进入家事审判庭，不少代表
都觉得“新鲜”，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
织金县蔡群苗族蜡染刺绣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代表蔡群连说“没有想到”。

“这里很温馨，就像家一样，做
得太好了。”蔡群代表表示，会把这
些好的经验做法带回去，和当地的县
法院进行交流。

胜利从这里开始
法庭传承革命精神

2011年5月，在上杭县人民法院
古田人民法庭的办公楼内，“共和国
法制摇篮”展览馆正式成立。展馆的
主要内容包括法制启蒙、法制摇篮、
法治苏区、法正风清、法度坎坷和法
治先驱6个部分。

“共和国的法制在此奠基，二万
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走向胜利，古田会
议思想永放光芒。”全国人大代表，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
任，省关工委主任聂文权说。

“看完展览很受教育，深深感受
到了‘共和国法制从这里走来，胜利
从这里开始’的含义。”全国人大代
表、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
公安分局政委张仙蕊告诉记者。

旁听案件庭审
公正维护台胞权利

“全体起立。”10 月 13 日下午，
在东山县人民法院大法庭内，代表们
起立，注目着合议庭成员走入法庭。
这是一起涉台纠纷，漳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涉台审判庭庭长林银木担任审判
长，台胞陪审员吕榜洲参与案件庭
审。

这是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教育

厅副厅长潘永兴第一次旁听案件庭审，
“庭审过程庄严、庄重，法官把握节奏
及语气、语调都很好，还专门邀请了台
胞陪审员参与、台胞旁听案件庭审。”
潘永兴代表说，漳州中院出台了很多工
作机制，既及时维护了台胞的权益，也
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庭审过程和谐，法官问得清楚明
了，充分考虑到了原、被告双方的利
益，能看出法官的素质较高。”全国人
大代表、青海省贵德县河阴镇大史家村
党委书记毕生忠表示。

“漳州中院专门成立涉台审判庭，
聘请台胞调解员，切实维护了台胞的利
益。”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政协常委
程苏说，涉台、涉外案件审判要更加注
重公开透明，加大监督的力度，要既起
到保护，又起到制约的作用。

“如果原告是大陆公民，被告是台
胞，案件怎么执行？”姚晓英代表提问。

“你们在涉台案件的审判中遇到了
哪些困难和问题？”张仙蕊代表问。

在庭审结束后，代表们与法官、台
胞陪审员进行了互动交流，东山法院院
长沈炎坤及林银木回答了代表们的问
题。

八闽“荔丽”红艳
普通法官不普通

“全国模范法官”“全国敬业奉献模
范”“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最美

基 层 干 部 ”“ 时 代 先 锋 ”“ 时 代 楷
模”……这些荣誉，来自南平市延平区
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庭长詹红荔和漳州
市芗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
长黄志丽。

《南平红荔》《知心法官》是分别以
詹红荔、黄志丽为原型拍摄的两部电
影。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作家协会副
主席冉冉告诉记者，福建法院树立两位
女法官为典型，出版书籍、拍摄电影、
举办研讨会等，对振奋干警精神面貌有
重要意义。

“两位模范法官的事迹，说明了福
建法院干警素质高，敢于担当，具有工
匠精神。”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煤业
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华炜
说。

在参观黄志丽先进事迹展厅后，全
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马力
镇副镇长刘天绪直言“很震撼”。他
说：“黄志丽作为‘时代楷模’，扎根在
基层，虽然做的看似都是小事，但每个
案件中都体现出了不平凡。”

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黄南藏族
自治州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娘毛
先表示，黄志丽和百姓心贴心，工作
作风朴实、严谨，是百姓心中的好法
官。

“真的是法骨柔情。”全国人大代
表、陕西省总工会干部刘小萍说，法官
工作量大，很辛苦，但此行看到了他们
的敬业精神和工作态度。

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院长马新岚（右一）向代表们介绍该院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联络办副主任张天若（中）向代表们介绍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跨域·连锁·直通”诉讼服务标示。
在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黄志丽先进事迹展厅，代表们与“时代楷模”黄

志丽进行交流。

▼地点：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容：了解“跨域·连锁·直通”诉讼服

务平台、家事审判法庭

▲地点：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内容：视察诉讼服务中心、听取司法公

信建设体系介绍、参观福建法院展览厅

◀地点：上杭县人民法院古田人民法庭
内容：视察派出法庭建设、参观共和国

法制摇篮展览馆

地点：长汀县水土保持科教园园区
内容：了解长汀县人民法院生态司法

“三三”工作机制及成效

▼地点：东山县人民法院
内容：旁听案件庭审，与法官、陪审员座谈交流

地点：芗城区人民法院
内容：参观黄志丽先进事迹展厅，与黄志丽进行交流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拟修订 入
网食品出问题第三方平台或被约谈

国务院法制办10月19日就食品安
全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公开征
求意见。送审稿强化了对网络食品安全
的监管，今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
和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如出现食品安全
问题，其主要负责人或将被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责任约谈。

根据送审稿，需要责任约谈的情形
主要有：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可能引发食
品安全风险蔓延的；未及时妥善处理投
诉举报的食品安全问题，可能存在食品
安全隐患的；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排查、
消除食品安全隐患，落实食品安全责任
等。责任约谈不影响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理，责任约谈
情况及后续处理情况将向社会公开。

送审稿规定，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
若因涉嫌食品安全犯罪被立案侦查或
者提起公诉，因食品安全犯罪被人民法
院判处刑罚，因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被公
安机关拘留或者予以其他治安管理处

罚，被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依法作出吊
销许可证、责令停产停业等处罚的，网
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立即
停止向其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

此外，进口需要注册或者备案管理
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保健食品、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进口商或者其代理人
应向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提交注册或
者备案的证明文件；国务院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可以对其生产企业质量管
理体系及食品生产规范的执行、备案情
况进行现场核查。送审稿特别强调，以
跨境电子商务形式进出口食品，也应遵
守食品安全法以及本条例的相关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