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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巴尔虎旗法院开展庭审观摩

不唱“独角戏” 联动破难题

大连妥处疑难交通肇事赔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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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9 日，一起非法占用农用地
案件在江西省峡江县罗田镇罗田村村
委会大院里开庭审理，罗田林业站工
作人员、罗田村组干部及部分村民代
表等参加庭审。

2014 年 10 月，被告人袁某在没
有办理占用林地许可手续的情况下，
在罗田镇佬背山场修建一座水库，水
库建成后投入水产养殖。2016 年 4
月，村民联名向罗田林业站举报袁某
修建的水库蓄水毁坏林地，随后案件
移送至峡江县森林公安局。经鉴定，
被告人袁某占用并毁坏退耕还林林地
和林场用材林共31.3亩。

峡江县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在深入
现场了解林地受损情况的基础上，邀请人
民陪审员参加，以巡回审判的形式开展案
件审理。庭审现场，被告人袁某表示自己
不懂法，对自己占用林地行为表示后悔。
经过一个上午的现场核验和案件审理，庭
审顺利结束，法官还就该案回答村民提出
的法律问题，向群众阐释法律，开展普法
宣传。本案将择期宣判。

图①：法官徒步进山场。
图②：现场勘验库区被毁林地。
图③：公诉人发表意见。
图④：庭审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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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军忠）日前，一
起交通肇事赔偿案件的当事人于吉庆
将一面绣有“执法为民一身正气，维
护正义两袖清风”金色大字的锦旗送
到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表
达对案件审判、执行法官们的感激之
情。

2013年10月9日，家住辽宁省大连
开发区董家沟街道某村的付某某，驾驶
三轮车承载着邻居马某某，在该区一路
口闯红灯行驶与一轿车相撞，导致马某
某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付某某负事
故主要责任。2014年4月10日，大连经
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付某某犯交
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个月；同月
判决付某某赔偿死者丈夫于吉庆及儿
子 于 某 某 、女 儿 于 某 三 人 共 计
394682.39元。

判决生效后，付某某未履行。同
年7月，于吉庆等三人向开发区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2015年2月付某某刑
满释放后，继续以种种理由拒绝执
行。2015年11月20日，在开发区法
院执行法官的再三督促下，付某某将
卖菜收入的一大包零钱共计 5000 元
交到开发区法院，之后再无声息。
2016 年春节期间，执行法官将付某
某堵在家中，让其作出还款计划和
保证，但付某某拒绝了法官的要求，
遂被依法拘留 15 日。拘留期满后，
付某某仍未履行，案件执行陷入僵
局。

生效判决迟迟得不到履行的同
时，还发生着另一起诉讼。原来，在开
发区法院对付某某作出判决前十几
天，付某某的外甥夏某某以与付某某

夫妇民间借贷纠纷事由，向大连市金
州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法院
调解付某某夫妇分期偿还夏某某借款
40 万元。同日裁定查封了付某某夫
妇房屋两套。

于吉庆等申请执行人坚持认为，
该调解与马某某死亡判决时间节点巧
合，且该借贷只有双方当事人的认
可，没有其他证明证据，故向金州区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该法院作出
的裁定。金州区法院立案后审理认
为，三原告对夏某某与付某某夫妇间
争议的民间借贷权利义务没有独立的
请求权，遂依法判决驳回了于吉庆等
三原告的诉讼请求。

于吉庆等三人不服一审判决，于
2016 年 3 月 12 日向大连中院提起上
诉。6月2日，大连中院对该案公开开
庭进行了审理。该案合议庭依照有关
法律规定，并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进行
了认真的分析研究，认为本案第三人
撤销之诉是新类型的案件，同时该上
诉案只是撤销之诉，并不直接涉及当
事人的财产权益，但从根本上来讲还
是财产权益的纷争。

该合议庭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确定了在其亲属身上寻求突破口的案
件化解思路。法官找到付某某的儿子
付某，并对其耐心劝说晓明道理，最终
付某被法官们的韧性和执着所打动，
专程从外地赶回大连与其母亲王某某
来到大连中院，最终与于吉庆等三上
诉人达成一次性支付赔偿金 18 万元
的和解协议。一起新类型的疑难案件
在审判、执行法官的联动下，最终画上
了圆满的句号。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庭审活动，

提高法官驾驭庭审能力，全面落实公开
审判制度，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
旗人民法院积极开展庭审观摩评查活
动，在该院科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刑
事、民事案件各一件，并组织该院审判员
对庭审全程进行观摩。

随着一声清脆的法槌敲击声，庭审
准时开始。庭审中法官严格按照庭审规

则程序的要求,着装严整，审判用语文
明。在主审法官的精心组织下，原、被告
双方经过法庭调查、举证质证以及充分
的陈述、辩论等环节后，庭审顺利结
束。整个庭审过程流畅、规范、严谨，法

庭秩序井然，法官对争议焦点归纳准
确，展示出了法官个人良好的法律素
养。庭审结束后，观摩人员与审判人员
就庭审中如何更好地控制庭审节奏和
运用庭审技巧进行了沟通，并提出意见

和建议。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陈巴尔虎旗法

院开展庭审观摩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庭
审行为和庭审程序的规范，同时进一步
加强了该院审判管理工作，全面提升了
法官的司法能力，确保了审判活动的公
开、公平、公正，进一步提升了法院的司
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树立了人民法院
和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 （张 晶）

12 月 14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主楼大厅热闹非凡，由最高人民法
院举办的“智慧法院”北京行主题公
众开放日活动如期举行。

为响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提出的实施网络强国战略、“互
联网+”行动计划等一系列重大决策
部署，为深化司法改革，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近年来，人民法院大力推进
审判方式改革，将诉讼全过程由“线
下”搬到“线上”，推行网上立案、
网上审理、网上执行、网上信访、网
上阅卷、网上公开。实践证明，将信
息技术、人工智能应用于法院审判和
运行体系，有力地提升了司法质效、
促进了司法公正、方便了人民群众。

那么，“智慧法院”究竟方便、
科学在哪里？北京法院，作为最高人
民 法 院 “ 阳 光 司 法 让 公 正 看 得
见”——“智慧法院”系列主题宣传
活动的第一站，向我们提供了科学的
司法实践经验和与时俱进的做法。

提高司法质效服务人民法院

随着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逐
步落实，司法案件数量的持续增长为
人民法院工作提出了现实挑战，也为
推动司法信息化技术变革提供了充分
契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指出，

信息化和司法改革是推进审判体系和审
判能力现代化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人民法院抓住时机，主动出击，推动“智
慧法院”建设，将中国特色司法体制改革
推向了世界历史澎湃潮流的浪尖。

近几年，人民法院积极构建四大司
法信息公开平台，其中，执行信息公开
平台可以公开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有效
解决了执行难的问题。目前，北京法院
已经公布执行信息共47000余项。从今
年7月1日起，北京法院执行信息平台
除了公开执行案件的流程节点信息外，
当被执行人确实无财产可供执行时，法
院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并将结案信息
向公众公开，以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在提高审判质效方面，北京法院深
入挖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
兴技术，创新研制了智能机器人“睿法
官”系统。“睿法官”以各类案件的案
情要素为切入点，形成完整的知识体
系，指导机器进行自主、深度学习；多
维度匹配当事人情况分析、该类型案件
态势分析、历史案件综合分析等内容；
自动生成“案情画像”，包括生成审理
环节提纲、笔录模板以及结案环节的裁
判文书。

促进公开便捷服务人民群众

满足群众需求是推进法院信息化建

设的重要出发点，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
发展到哪里，人民法院的司法服务就要
跟进到哪里。北京法院身体力行，建成
了集诉讼服务大厅、12368热线、网络
服务平台、“给大法官留言”平台、移
动诉讼服务平台为主的“五位一体”诉
讼服务体系。

12368语音诉讼服务中心架起了群
众和法院、法官之间沟通的桥梁。该中
心提供诉讼咨询、联系法官、案件查
询、投诉举报以及意见建议五大服务，
法院地址及办公时间、案件进展、开庭
公告、立案相关信息、索取文书格式等
八大类信息的查询服务。自2014 年12
月开通至2016年11月30日，中心共接
听和处理各类来电19万余个。

在立案方面，当事人可以在家通过
互联网登录审判信息网实现远程立案。
2016 年 1 至 11 月，北京市朝阳区法院
网 上 立 案 23272 件 ， 网 上 立 案 率 达
33%。在跟进诉讼进程方面，北京法院
提供了移动诉讼服务和移动案件查询两
个功能，手机用户可以扫描安装 APP
软件，获取法院要闻、公告发布、诉讼
指南、法院导航、诉讼工具五项信息及
服务。网上诉讼服务的使用与推广节约
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公开了司法审判
流程，使人民群众真真正正感受到司法
改革带来的便捷与效率。

借力数据分析 服务科学决策

司法大数据的挖掘与分析，是推
进人民法院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
化的需要，是加速推进“智慧法院”
建设的必然要求，有助于法院点对点
采集一手数据信息，及时主动作出调
整与应对；有助于正确研判机制运行
风险，将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防患于
未然。

在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对信息
化工作要求的基础上，北京法院整合
司法审判、司法人事、司法行政、共
享数据等多类数据资源，建设了“智
汇云”平台，其内涵为智能管理、汇
聚整合和云服务。其中包括：搭建数
据可视化平台，研发图形化数据分析
工具，实现个性化数据专题自由配
置；采用“531”数据分析模式，五
分钟搭建数据专题模型，三分钟构建
图形可视化界面，一分钟生成数据专
题报告；智能配置各类重点关注项
目，掌控办理案件趋势变化。

通过“智汇云”数据平台，数据
运用不再只是司法统计人员的事情，
也不再只是技术人员的专利，每一位
法官都能够利用数据构建自己的专题
进行分析调研，让数据服务真正成为
法官的助手。

搭建现代化信息桥梁 推进“智慧法院”建设
——“智慧法院”北京行主题公众开放日活动综述

本报见习记者 曹雅静

“老赖”用出入境证照购票受限

体验“智慧法院” 感受诉讼便捷

⇨⇨上接第一版
为堵塞上述漏洞，解决信用惩戒

的短板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
加强协调对接和软件研发，2016 年
11月14日，网络查询出入境证照的
功能上线运行，实现了被执行人出入
境证照的信息共享。此后，最高人民
法院积极开发系统功能，利用出入境
证照网络查询系统对失信被执行人出
入境证照进行自动查询并与身份证号
码自动绑定，而后推送给中国铁路总
公司和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
司、春秋航空公司。12月10日，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推送信息，中国铁

路总公司和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
限公司开始正式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利
用出入境证照购买飞机票和列车软
卧、高铁和动车一等座以上车票。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联合
信用惩戒措施的深入推进，随着出入
境证照网络查询系统的上线运行和出
入境证照与身份证号码绑定功能的实
现，“老赖”被套上了新的“紧箍
咒”，失信被执行人利用出入境证照
购买飞机票和列车软卧、高铁和动车
一等座以上车票将成为“过去时”，
有力促进“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
联合惩戒机制的建立健全。

⇨⇨上接第一版
活动中，百度公司发布了2016年

1至11月《司法大数据之网民司法搜
索专题报告》。《报告》对司法改革、司
法公开、热点案件、司法解释、队伍建
设、解决执行难、最高人民法院两会工
作报告七个司法热点话题展开了多维
度的大数据分析。网民搜索大数据表
明，司法改革启动至今，网民关注热度
持续不减，关注点呈现出从宏观层面
向微观“执行”与“落地”层面转变的
趋势。司法公开的搜索大数据显示，
网民的搜索高点与司法公开重要举
措、成果呈现出高度的契合，表明司
法公开在互联网平台上取得了良好
的传播效果。司法热点案件的舆情
走势则显示，司法权威信息发布对案
件舆情的健康传播起到了关键性的导
向作用。

北京高院展示了北京法院利用信

息化技术服务诉讼群众的最新成果，
并现场上线北京法院智能研判系统
——“睿法官”。据介绍，“睿法官”系
统依托北京法院智汇云，立足于法官
办案的核心需求，运用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通过智能机
器学习、多维度数据支持、全流程数据
服务，实现为案情“画像”，为法官判案
提供统一、全面的审理支持。

在现场体验环节，参与活动的公
众在服务人民群众、服务审判管理和
监督、服务科学决策和服务审判执行
四个体验区内，聆听了专业人员的讲
解，并饶有兴致地体验了诉讼服务一
体机、12368人工语音诉讼服务平台、
执行单兵系统等信息化成果，亲身感
受到了“智慧法院”给诉讼参与人带来
的高效便捷。

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延
昆，北京高院院长杨万明出席了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