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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3月21日（总第6955期）

本院于2017年1月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的公示
催告申请，对其遗失建行北京铁道专业支行开具的银行汇票壹张，票据号码为
1050 0053 2393 7878，票面金额为三百三十四万三千二百三十八元五角九分，
出票日期为2016年12月19日，出票人为华润普仁鸿（北京）医药有限公司，持票
人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3月14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
公司持有的号码10500053 23937878、票面金额3 343 238.59万元的银行承兑汇
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有权向支
付人请求支付。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广州市昭景贸易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
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广州市昭景贸易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
承兑汇票，汇票号码为3020005326250919、票面金额为50000元、出票人为卧龙电
气南阳防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南阳防爆集团特种机械有限公司、最后
被背书人为广州市昭景贸易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广州市昭景贸易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中信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2016年7月29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7年1月28日。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蠡泽（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现因所持银行承兑汇票丢失（票据号
码为30100051/20529388，票面金额为50,000.00元，出票人：吉林省金沙数控机床
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北京市光华机电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6年8月3日，票
据期限：2017年2月3日，付款银行为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营业部），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布上述票据无效，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吉林]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吉林省科隆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现因所持银行承兑汇票丢失[票据
号码为30100051/20528245，票面金额为1,000,000.00元，出票人：吉林省科隆数码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金光创利办公纸品（上海）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6年
11月29日，票据期限：2017年2月28日，付款银行为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营业部]，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布上述票
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吉林]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沈阳大圆天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银行承兑汇票丢失一案中
查明：出票人为营创三征(营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营口展华贸易有限
公司，付款银行为丹东银行营口分行。失票前持票人为沈阳大圆天地塑料制品
有限公司，汇票出票日期为2016年11月15日，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5月15日，票
号为31300051-31985782，票面金额为叁万元(30.000.00元)。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请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权利的行为无效。 [辽宁]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新疆鸿晟翔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因遗失号码为3050005325834363 的银
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 新疆鸿晟翔运矿业投资有限
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号码为3050005325834363，汇票票面
金额为100000元，出票人为山西峦阔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背书人为山西大万华义商贸
有限公司、山西荣荣机电贸易有限公司、新疆润杞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新疆鸿晟翔运矿
业投资有限公司，持票人为新疆鸿晟翔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票据付款期限为2016
年11月9日。三、利害关系人应于2017年5月31日前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西]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辰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因一份商业承兑汇票丢失（票号为
00100062 25905466，出票日期为 2016年 9月 23日，出票人为西安西电开关电气
有限公司，出票人账号01—01—0001—0，付款行为工行土门支行（西电财司），出
票 金 额 为 200000 元 ，收 款 人 为 陕 西 三 石 运 输 有 限 公 司 ，账 号 为
3700079709200003516，开户银行为工行西安桃园南路西市分理处，汇票到期日
2017年3月23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条的规定，现予公告，公告期60日。公
告届满日前，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陕西]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成都建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银行汇票记载：票据号 30500053

25284311，出票金额226000元整，出票人成都建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成都凯
派汽车用品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7年1月11日，汇票到期日2017年7月11日，付款
行中国民生银行成都分行营业部。利害关系人应于2017年7月28日前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四川]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佳木斯惠尔橡塑股份有限公司因票号为30800053 96500202的银行承兑汇票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佳木斯惠尔橡塑股份有限公
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票号30800053 96500202，出票人新疆机
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山东海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付款行招行乌鲁木齐
新华北路支行，出票金额20万元，出票日期2016年9月10日，汇票到期日2017年3
月10日，背书人山东海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寿光龙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诸城瀚
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佳木斯惠尔橡塑股份有限公司；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7
年3月13日起至2017年5月13日。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岛海晶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
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为：30100051 23341273，出票日期为2016年11月28
日，票据金额100000元，出票人为浙江浪莎内衣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中山市顺博服饰
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5月28日)。利害关系人应于2017年6月13日前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义乌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因汇票灭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号码为1030005124196712，票面金额为
2400000元，出票人众盛金属有限公司，收款人嘉兴晋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付款行嘉善农
行开发区支行，出票日期2017年2月21日，汇票到期日2017年8月21日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嘉善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号 30200053/
23546902，出票人浙江世轮实业有限公司，付款行中信银行杭州富阳支行，账号
7331510182400009626，汇票金额为30 000元，出票日2014年11月21日，到期日
2015年5月21日，收款人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账号7331510182100054189。现
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受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号 30200053/
23546800，出票人浙江世轮实业有限公司，付款行中信银行杭州富阳支行，账
号 7331510182400009626，汇票金额为 30000元，出票日 2014年 11月 21日，到期
日 2015 年 5 月 21 日 ，收 款 人 浙 江 金 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账 号
7331510182100054189。现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受理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彭小峰、周山：彭小峰在2012年6月10日与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分行签订了 2 份《最高额保证

合 同》(No.36100520120093416、No.36100520120093417),

2013年11月11日，彭小峰、周山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江西省分行等11家贷款行签订了银团贷款《保证

合同》。根据上述3份合同约定，你们需为江西赛维LDK

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江西赛维LDK光伏硅科技有限

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分行贷款本息承

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截止到 2015 年 11 月 17 日上述 2

家公司破产重整日，彭小峰需担保代偿 269767.42925 万

元; 周山对7017.42925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无法

联系到你们，我行现登报向你们催收，请你们尽快履行还

款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分行
2017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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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多些安全
司法才有尊严

史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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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积极推进建立家事调查员制度
胡夏冰

在家事审判制度改革过程中，我们应当立足我国家事审判实际情况，积极借鉴域外有益做法，不断总结家事调查
的实践经验，尽快形成稳健的家事调查员制度，实现家事调查员制度的统一化、规范化、法律化，促进家事纠纷得到
公正、高效的处理。

家事审判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
容就是探索建立家事调查员制度。家
事调查员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公正、高
效地处理家事纠纷，能够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

首先，充分认识家事调查员制度
的重要意义。建立家事调查员制度是
家事纠纷特殊性的必然要求。家事纠
纷不同于其他民事纠纷，它是发生在
具有亲属关系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人身
或财产纠葛，具有伦理性、隐秘性、公
益性、复杂性等特征。家事案件普遍
存在证据收集难、案件事实查明难的
问题。家事案件往往涉及妇女、儿童、
老年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保护等社会公共利益问题，不能完全
采取当事人主义，必须实行国家职权
干预，深入细致地调查家事纠纷发生
的深层原因和事实真相。因此，在处
理家事案件过程中，应当设置专门的
家事调查员对有关事实进行探明并提
出调查意见，以便法院对家事案件作
出公正处理。家事调查员的作用是其
他法院工作人员无法替代的。法官的
主要职责是对家事案件作出实体处
理。如果让法官从事家事调查工作，
就会影响家事案件审理效率，导致更
多的家事纠纷不能得到尽快解决，同
时这也不符合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基
本要求。家事调查的对象通常为事实
问题，而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法官助
理和书记员等审判辅助人员并不一定
能够胜任家事调查工作。因此，家事
调查活动应当由符合条件的专门人员

进行。事实上，家事调查员能够以更加
直接的方式感知当事人的情感，全面了
解当事人的婚姻家庭状况，他们对家事
纠纷事实的探知更为清晰、准确、全面。
另外，将家事调查活动同法院审查判断
案件事实隔离开来，有利于消除当事人
对法官公正处理家事案件的疑虑，提高
家事纠纷解决的司法公信力。

其次，严格规范家事调查员的选任
资格。家事调查员的素质和能力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着家事调查员制度作用的发
挥。因此，建立家事调查员制度应当严
格规范家事调查员的选任资格和条件，
确保进入家事调查员队伍的人员能够胜
任家事调查工作的需要。对于符合家事
调查员资格的人员，可以任命为家事调
查员。此外，为适应家事案件日益增长
的现实需要，可以进一步拓宽担任家事
调查员的渠道。对于在高等院校学习社
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犯罪学，以
及其他与家事调查业务相关专业的大学
毕业生，如果具备国家公务员任用资格，

也可以担任家事调查员。如果曾经担任
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务，或者曾
经担任人民调解员、人民陪审员工作的
人员，也可以任命为家事调查员。总之，
担任家事调查员的公民必须熟悉当地风
俗习惯和社情民意，具备丰富的群众工
作经验和社会阅历，具有专门的调查技
能和职业素养，对家事调查工作具有高
度热情。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专业化、职
业化、正规化的家事调查员队伍。

再次，科学规定家事调查员的工作
职责。家事调查员的主要职能是，在家
事案件处理过程中，依据法官的指示和
要求，利用相关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
对家事案件中的特定事项的有关事实进
行调查，收集家事案件事实的相关信息
和资料，并向法院提出调查报告或者陈
述调查意见，从而保证法官对家事案件
作出妥当处理。家事调查员调查的特定
事项，主要包括：当事人或关系人的性
格、经历、身心状况、教育程度、工作
情况；当事人或关系人的婚姻家庭状

况、情感经历、家庭关系；家事纠纷产
生的根本原因；当事人或关系人争议的
实质性问题；当事人共同财产及债权债
务情况；当事人的居住环境、亲属及其
监护能力、有无犯罪记录、有无涉及性
侵害事件；未成年人的心理、情感状
态、学习状态、生活状况、抚养状况、
民事能力；老年人的赡养状况和生活能
力；当事人或关系人会谈的可能性；进
行亲子教育或亲子关系辅导的必要性；
对当事人或关系人进行心理咨询、辅导
或其他医疗行为的必要性，以及法院认
为需要调查的其他特定事项。家事调查
员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这些调查事
项。家事调查员对家事案件的特定事项
进行调查后，应当向法院提出书面调查
报告，或者在法院处理家事纠纷时陈述
调查意见。

最后，合理界定家事调查员的法律
地位。目前一些地方法院从当地妇联、
街道办事处和社区推荐的心理专家、妇
联干部、社区工作者、机关干部、人民调

解员中，临时聘任家事调查员。这
些家事调查员的法律地位需要进一
步明确。随着家事审判制度的改革
和完善，家事调查员应当纳入国家
司法公职人员队伍，享受单独职务
序列，成为具有国家正式编制的法
院工作人员，可以参照国家公务员
进行管理。家事调查员依法独立行
使职权，依据专业技术知识，独立地
提出对家事纠纷事实的调查意见。
但是，家事调查员在履行职责过程
中，应当服从法官的命令和指挥，接
受法院的管理和监督。家事调查员
应当实行行政化管理模式。如果家
事调查员在 3 人以上的，可以设置
主任调查员。同时，要正确处理家
事调查员与司法行政人员、法官助
理、书记员，以及证人、鉴定人之间
的工作关系，保证他们相互配合、相
互协作，从而妥当处理家事纠纷。

总之，在家事审判制度改革过
程中，我们应当立足我国家事审判
实际情况，积极借鉴域外有益做法，
不断总结家事调查的实践经验，尽
快形成稳健的家事调查员制度，实
现家事调查员制度的统一化、规范
化、法律化，促进家事纠纷得到公
正、高效的处理。

如果法官连自己都不能免于
恐惧，时常需要担心生命的安
全，又如何去免除那些纠纷产生
者的恐惧和不安。

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主任胡仕浩
在法制网举办的两会系列访谈中表
示，将继续深化两项措施加强法官人
身权益保护，一是各级法院建立法官
权益保障委员会，二是最高人民法院
正在研究，并且和公安机关协调，就
司法警察如何更好地发挥保护法官和
其他审判辅助人员人身权益及其家属
安全这方面的作用，将要出台相应的
规章制度。

对法官，这无疑是一个倍感欣慰
的消息。过去的一年，法官遇袭事件
频发，一次次刺痛着司法从业人员的
神经，挑战着法律的尊严。

法学家罗纳尔德·乔治曾云：
“对于那些期望在法院解决他们之间
纠纷的人来说，法院必须成为他们安
全的避风港。”于一个社会而言，生
活在其中的民众努力生活、努力创
造，其目的是希望在物质、精神生
活和人格尊严等方面实现自我价
值。试想，如果这种价值没有相应
的制度性保护，带来的将是什么？
必将是不安和恐惧，而要克服这种
不安和恐惧，最有效的方式无非是
借助法律，因为法律设定了一个社
会的底线。正因此，当你我遇到不
公时，才会坚决走进法院，去寻求
法律的呵护。法律是你我的终局守
护者，那谁又是法律的终局守护
者？答案无疑是法官。

作为裁判者，法官的职责在于守
护规则，在于用法律之力去惩戒违法
者、救助受害者，此亦为一个社会有
序运转的动力，维系民众正常生活的
屏障。然而，如果有一天，当法官
成为了被袭击的对象，甚至有法官
为此失去生命时，带给这个社会的
将是什么？如果法官连自己都不能
免于恐惧，时常需要担心生命的安
全，又如何去免除那些纠纷产生者
的恐惧和不安。

面对裁决，反对是当事人可以
有的权利，也正是为了保护这种权
利，法律设置了上诉、申诉甚至抗
诉程序，然而，依然不乏“倔强
者”，置所有程序于不顾，固执地认
为法官不公，自己冤枉，进而采取
极端的手段去报复法官。其结果，
受到伤害的不只是法官，还包括这
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因为当一个权
利受到侵害的人走入法院寻求法律呵
护时，却发现法官的人身安全都在遭
遇威胁，不安与失望感必将强烈，这
种不安与失望会进而向社会蔓延，成
为整个社会的不安。

近来，保护法官安全的呼声越来
越强烈，相关的保护措施和力度也逐
渐加强。比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保护司法人员依法
履行法定职责规定》，最高人民法院
出台了《人民法院落实〈保护司法人
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的实施办
法》并发布惩治侵犯法官权益的典型
案例。这些措施的实行，无疑为法官
群体的依法履职、人身安全提供了重
要的保障，而这些保障的背后，折射
出的是对法律尊严的维护，也是对社
会每一个成员免于恐惧之自由和潜在
权益的保护。

入额法官的思维蜕变
全国优秀法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中关村人民法庭副庭长 陈昶屹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
夜，润物细无声。”

好雨知时是一种天作之美，当春乃发
是一种顺势之美，而润物无声则是一种随
化之美，大凡世间之美，必是顺天应人，静
水无声。

当司法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
江南北，如今，四项基础改革的种子已经
在各地落地生根，生出春芽，茁壮成长。对
于一名长期奋战在基层审判一线的入额
法官，感受最直接、最深刻的是“让审理者
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样一项最基础的
司法改革，给我身边的每一位法官在审判
思维与审判习惯上带来了改变。这种改
变虽然细微而平常，但是触及到了关系
这场改革成败的关键主体“入额法官”的
思维与行为模式，如此潜移默化却又润
物无声，就像在每一名入额法官心中都
种下了一颗颗积极向上的春芽，这为司
法改革的最终成功与可持续性奠定了不
可动摇的人才要素。

以前，我们有的法官喜欢戏谑地称呼
自己为“司法民工”，因为案件的承办法官
做了大量的案件审理工作，却没有作出裁
判的权力，裁判的签发需要庭长甚至主
管院领导的指令，自己只是裁判指令的
听命者，在裁判工作上缺乏人格的独立性
和权力的主体性。久而久之，有的承办法官
在办案思维模式上缺乏积极思考与学习的
主动性和主动担当与负责的主体性，在行
为模式上养成了对院庭长最终把关的依赖
性和唯命是从的人身依附性。这种“家长
式”或“官僚式”的审判运行模式危害甚大，
一方面使某些办案法官在思维上难以“断
奶”，在行动上又“缺钙”，难以独当一面、勇
于担当，另一方面使某些院庭长一人独支、
不堪重负，难以保证办案质效，或者唯我
独尊，干预办案，滋生腐败。

在有的人看来，“让审理者裁判、由裁
判者负责”的司法改革似乎乏善可陈，毫无
新意，基本就是审裁合一、权责合一之类
老生常谈的话语。殊不知，司法的品格就
是保守而沉稳，不需要语惊四座，只需要
抓铁留痕。这种基础性改革的落到实处，
绝非是动动嘴皮子就能一蹴而就的，这绝
对需要非凡的胆魄和精细的执行，否则就
会陷入“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轮回怪圈
之中。

我是学民法出身的，我的认知习惯受
民法理念影响最深。传统民法试图构建一
个解决市民社会纠纷的理想法治王国，其
遵循的三大民法理念中，“自己责任”原则
是基础性的重要原则。该原则包含着人格
独立与责任自负的民法精神，而人格独立
是责任自负的前提，是自己责任原则的精
髓，也是构建市民社会的主体性基础。当
然，自己行为、自己责任除了需要独立人
格的权利能力，也需要能够负责的行为能
力与责任能力，两者缺一不可。

同样，“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
责”的司法改革原则与民法上的“自己责
任”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有塑造主体
性、维护主动性的功能品性。回顾司法改
革推进的三年，在不绝于耳的质疑声和忧
叹声中，我们不但没有看到“一放就乱”的
局面，反而看到的是一些可喜的变化正在
悄然发生，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学习充电、
主动调研、积极讨论、敢于担当在入额法
官群体中已经蔚然成风，而且还通过建立
专业法官会议、法官联席会议、庭室自我
考评会议等法官自治自律组织，共同探讨，
集思广益，自我纠偏，统一裁判尺度，提升裁
判质效，积极弥补个体裁判的局限。此外，我
们的入额法官还在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大
背景下，创造性地通过知识管理方法与信息
检索技术，建立同案同判、遵循先例的裁判
知识管理系统，建立案件类型化、类型要素
化、要素标准化的裁判流程标准化系统，还
不断完善“诉、审、判”统一的示范化庭审规
范。入额法官人人都感觉自己的担子和责任
更重了，总是如履薄冰，担心自己在日常办

案中业务能力和经验不足，影响独立裁
判、独立负责的能力，于是沉下心来潜心
钻研业务，以技术立足，以裁判立身。法官
的思维与行为模式一旦发生集体改变，司
法面貌焕然一新便会水到渠成。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积极的变化，就
在于法官的主体性被尊重，不再寄托于
人身依附性的被尊重；责任心被唤醒，
不再依赖于责任转嫁的被保护。“断奶”
是有啼哭的，但这是成长必须经历的阵
痛，如同春芽只有经过风霜的历练，才
能茁壮成长，这就是入额法官的思维蜕
变。

【话题链接】

2014年8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
院以刑一庭及民四庭作为改革试点庭
室，启动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工
作。为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
责”，海淀法院稳步推进“去行政化”改
革，将审判权和责任更多地落实到法官
和合议庭身上，试点改革庭室也创造性
地提出了审判长联席会议的改革举措。

通过审判长联席会议的方式，改变
了以往院庭长听取案件汇报的做法，以
会议讨论的形式为法官裁判提供咨询
意见，并以此统一裁判尺度。2016年全
面启动司法改革以来，全院审判庭室均
借鉴并不断完善审判长联席会议、专业
法官会议，对案件请示汇报大幅减少，
各庭室均实现由法官独立签发判决书；
审判委员会职能实现由个案讨论到宏
观审判指导的转变，个案讨论数量进一
步缩减。2016年，海淀法院审结各类案
件66898件，审判委员会全年个案讨论
为24件，比2015年减少50%，基本实现
法官依法独立审理案件。

⇨⇨上接第一版
医事审判专业化对于缓和医患矛

盾，维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取得了极
大的作用。

采访中，吕春元给记者讲了一起案
例。

年仅一岁半的阳阳不会爬行、坐
立、走路，表情呆滞，智力明显不如同
龄儿童。后经鉴定得知，阳阳患有经典
型苯丙酮尿症。阳阳的父亲认为，医院
在孩子出生后，并未告知他们对新生儿
进行疾病筛查。随后，他将医院告上法
庭。宁陵法院专门安排具有医学背景知
识的法官组成合议庭，邀请医学专家作
为人民陪审员参加陪审。法院经审理认
为，医院在孩子出生后，未根据国家有
关规定告知其家人对新生儿进行疾病筛
查，致使孩子失去了新生儿疾病筛查的
机会和最佳治疗时机，医院对于新生儿
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遂作出医院赔偿
被告一定损失的判决。

医事审判的专业化也促进了医疗行
为的规范化。

“以前，有些医生为图省事，诊疗
行为不及时记录，造成患者病历存有瑕
疵。经过我们建议和几起案件判决，现
在医疗行为比以前规范了许多。”吕春
元说道。

打造全程服务链

在推进专业化审判的过程中，除了
家事审判、医事审判，宁陵法院还突出
司法的便捷，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多的司
改红利。

宁陵县石桥镇的刘大爷就享受到了
这样的红利。

眼看同村人几千元的纠纷案折腾了
半年多，刘大爷来打官司时还直犯嘀
咕。可令刘大爷没想到的是，没过几天
他的8000元就要了回来。

刘大爷所走的就是宁陵法院的小额
诉讼程序。

近年来，小额贷款、买卖合同纠
纷、物业纠纷日益增多，结合立案登记
制改革，面对可能大量涌现的小额纠纷
案件，宁陵法院于2015年7月成立了小
额诉讼法庭。

“按照有关规定，标的额1.5万元以
下的都属于小额诉讼案件。”宁陵法院

小额诉讼庭庭长丁晓环说，“小额诉讼
就是要突出方便、快捷、灵活。对于事
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的案件，做到当
天通知，只要双方当事人当天能来就可
以开庭。”

让当事人用最短的时间、花最小的
成本化解矛盾是小额诉讼法庭的追求。

2016年10月，15岁的留守儿童倩
倩在上学路上发生车祸。由于其父母在
外地打工，她和奶奶在一起生活。“姑
娘，俺儿子媳妇都不在家，孙女被车撞
了，需要打官司，能问问你不？”那天
在导诉台值班的正好是丁晓环。了解到
倩倩的情况后，丁晓环随即就带着老人
到立案庭将案件立到了小额法庭。这起
涉及到留守儿童的交通事故案件，丁晓
环按照小额诉讼程序，积极与肇事方协
调，仅仅用半个月就把倩倩的赔偿款落
实到位。

“该案表面看起来是一起普通的交
通事故案件，但是经了解，倩倩是留守
儿童，其父母在外地打工，在家和年迈
的奶奶一起生活，如果案件处理不及
时，不仅会给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创
伤，而且也会影响到孩子的父母在外打
工的心情，进而对整个家庭的正常生活
造成很大的影响。对于涉及留守儿童的
案件，我们高度重视，孩子本来就缺乏
父母的爱护，不能再因为医药费影响孩
子的身心健康。”丁晓环向记者介绍。

在采访过程中，丁晓环向记者展示
了一份《承办法官调解建议书》。建议书
里把已经查明的法律事实及相关法律规
定、法官的思路都提前“曝光”在被告面
前。

“一般来说，案件到我们这里后，我
们都会先行进行调解，大部分案件经过
调解都会撤诉。”丁晓环说，“一些对立情
绪严重的案件，经过我们做工作，当事人
一般也都能接受。”

不过，丁晓环认为标的额低的案件
不一定就是简单案件，“对于复杂案件，
我们转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审理。总
之，就是简案快审、繁案精审。”丁晓环
说。

谈及专业化审判今后的发展思路，
王宏伟认为，要以人民群众需求为风向
标，打造一条集立案、诉讼、解纷到执行
的司法为民全程服务链，“就是要让人民
群众在司法改革中有更多的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