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2017 年 5 月 20 日 星期六 总编室主办 责任编辑 许 聪

版

遵义﹃智能分案系统﹄助推法官均衡办案

为每个案件﹃过磅称重﹄再分配

本报讯（记者 金 晶 通讯员 汪
怡潇） 5 月 7 日，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
民法院第三团队法官陈珏照常打开自己的
办案系统，她看了看系统对每个案件预测
的结案时间，然后根据提示来选择先着手
办理的案件。据介绍，预结时间提示是遵
义法院“智能分案系统”
的其中一项功能。
2016 年遵义市两级法院受理案件数
量首次突破十万件，其中民商事案件超过
收案总数的 60%。如何提高审判质效、落
实司法责任、有效进行监督，
是遵义中院在
司法改革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据介绍，
在以往的分案体系中，
一方面
需要立案法官对每个案件进行难易判断后
再进行分案，
工作耗时费力；
另一方面由于
每件案件难易程度不一，简单以案件数来
分案，
结果不尽合理。针对以上问题，
遵义
中院利用大数据研发智能分案系统，以近
20 万份裁判文书和上万册卷宗材料作为
数据库，
找到普遍规律，
并搭建了案件智能
繁简分流、均衡分案、均衡结案、院庭长办
理重大疑难案件等数据模型，形成科学有
效的智能分案机制，保障审判资源均衡分
配，最终实现繁案精审，简案快审，大幅提
高审判绩效。
智能分案系统通过民商事案件的立案
信息，
可量化案件难易系数，
预测个案审理
时间，相当于给每一个案件都过了一次
“磅”，确保分给每位法官和每个团队的案
件难易程度搭配适当，让案件分配从数量
的均衡转变为难易程度的均衡。建立在法
官工作量饱和度模型基础上的自动分案，
不仅避免了团队与团队之间、法官与法官
之间的忙闲不均，还克服了传统即期结案
率考核管理粗放的缺陷。
智能分案系统还可将已识别的简案导
入到诉调对接中心或者人民调解工作室，
把调解不成的案件转入速裁组或简审单元
快速审理。2017 年以来，累计分流案件
4708 件，占基层法院民商事案件结案数的
29.5%。该系统还可将难度系数大的繁案
优先分配给院庭长，从而保证入额院庭长
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据了解，智能分案系统实现了将案件
繁简识别由传统人工模式转化为大数据的
智能精准模式。过去，一名立案法官需要
至少 10 分钟才能判断一个案件是繁还是简，
系统使用后，
仅需要 5 秒就可精准识
别。启动该系统以来，遵义市两级法院共 38102 件案件通过系统进行繁简分流，
系统工作时长仅 53 个小时。若按照传统模式，
则需要耗费约 6350 个小时。

为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系统开展“坚定理想信念·坚定法治信仰”全
员读书活动要求，近日，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主题为“悦读思享 法苑
书香”读书会。大家坐在一起，畅所欲言，分享读书的乐趣和心得体会。活动使干
警得到一次很好的学习交流机会，同时开启了全院全方位打造“学习型法院”“书
香法院”的进程。
娄 洁 姚 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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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情守护家庭安澜
——江西铜鼓法院女子家事法庭工作记事
张荣辉
近年来，江西省铜鼓县人民法院根
据辖区婚姻家庭纠纷逐年上升、家事矛
盾难处理、妇女儿童依法维权意识弱等
特点，着力推动家事案件工作机制和审
判方式改革，化解了大量的矛盾纠纷。
今年 3 月份，该院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
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

菊花豆子茶助力家庭修复
考虑到婚姻家庭纠纷的特点，早在
2011 年 3 月初，该院就成立了由 3 名女
法官和 1 名女书记员组成的女子家事法
庭，
专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女子家事法庭自成立之初，便确立
了以调解为主的工作思路，并设立了温
馨调解室。
该院根据铜鼓是个客家文化县，招
待客人喜爱用菊花豆子茶的特点，在温
馨调解室常备菊花、豆子。每次审理婚
姻家庭纠纷，女法官们都会把当事人请
进温馨调解室，并为当事人沏上一杯滚
烫滚烫、清香可口的菊花豆子茶。
在客家文化中，家中只有来了尊贵
的 客 人，主 人 才 会 为 其 端上 菊花豆子

茶。当事人喝着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菊
花豆子茶时，也就是心扉打开之时。此
时，女法官们再充分发挥女性特有的亲
和力和耐心，
真诚调解案件，
当事人一般
都能在感情上接受法官的劝解，主动撤
诉或者接受法官提出的调解方案。

“外嫁女”眼里噙着喜悦泪花
“拿到这个征地款后，
家庭之间再也
不会争吵了，我永远不会忘记法官的真
情付出。”2016 年 4 月 26 日，拿到征地补
偿款的钟某眼里噙着感激和喜悦的泪
花，不住地向女子家事法庭的法官们道
谢。
这是一个“外嫁女”
争取征地补偿款
案。
原告方是钟某等 6 名“外嫁女”及钟
某的小孩，被告方是这些“外嫁女”所在
村的村委会，这 6 名“外嫁女”婚后户籍
一直没有外迁。
因为修建高速公路，国家征收了钟
某所在村集体的土地 60 余亩。被告方
以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的方式决定分配方
案，
并以原告的户口应该迁出本村为由，

剥夺了原告应得的份额。因为征地补
偿款的事，钟某等与家人之间也经常
出现争吵，影响了家庭团结。无奈之
下，
钟某等人将村委会诉至铜鼓法院，
要求分配征地补偿款。
考虑到案件涉及人员多、
社会影响
大、群众关注度高，
女子家事法庭派出
熟悉农村工作事务的李云芝法官担任
该案审判长，
并和铜鼓县妇联的张娜、
社区干部张卫芳两位女性陪审员组成
合议庭，
共同审理该案。经过相关部门
的大力协作，
最终纠纷得以调解。

人身保护令驱散家暴阴霾
今年 1 月 3 日，已经快 50 岁的时
某 被 丈 夫 刘 某 起 诉 到 法 院 ，要 求 离
婚。时某接到法院的传票时，一把鼻
涕一把眼泪地向法官哭诉着自己的不
幸。因为家庭不和谐，
导致儿子、儿媳
都很少回家。时某说，一直原谅刘某
的外遇行为，
没想到到头来，
刘某竟然
要和自己离婚。
这个女人真的不容易，如何才能
帮她维护家庭的完整？袁法官心里沉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促进法官与律师正当交往良性互动 共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上接第一版 建设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要把
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积极构
建法官和律师两个职业群体之间的正当交往、良性互
动关系，首先要牢固树立崇高的共同职业使命：一是
共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努力实现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二是共同
化解纠纷、消除矛盾，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
稳定、推进平安中国建设；三是共同通过实现个案正
义“发现”和完善制度规则和法律体系，实现制度正
义和良法善治；四是共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现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五是共同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更好的法律服
务和法治保障。
江必新强调，要努力打造法官与律师两个职业
群体之间的良性职业关系：打造正确适用法律、准
确发现事实的专业“审”“辩”关系；打造高效化
解纠纷、协调支持配合的协同诉讼关系；打造清明
清廉、和谐“互助”的“清”“和”交往关系；打
造相互尊重、沟通顺畅的良性互动关系。要努力构
造优良的职业机制：以构建“大和解”格局理念为
⇨上接第一版
2016年是脱贫攻坚的开局之年，
最高
人民法院全面落实中央关于扶贫工作有关
要求，
成立了由常务副院长沈德咏任组长
的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设立了扶贫办公室，
并召开专项会议，
研究落实定点扶贫工作。
受周强院长委托，2016 年 2 月，沈德
咏还专门赴河南省宁陵县和睢县调研定
点扶贫工作，为贫困地区群众带去了最
高人民法院党组的关心和温暖，并就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提
出具体要求，
筹措扶贫资金、选派扶贫干
部、开展捐款捐物结对扶贫活动、培训贫
困地区干部……
一项项扶贫举措有条不紊地展开，
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定点扶贫 成绩斐然
自 1995 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就不间
断地向河南省商丘市的宁陵县和睢县派

指导，推动建立健全科学的协同诉讼机制；健全审前
会议制度和具有约束性的诉答机制，提升庭前程序效
能；建立诉讼行为评价机制，优化诉讼费用收取机
制；建立律师收费激励机制，增强律师促进案件和解
的动力。要努力营造和谐的职业环境：推动形成和巩
固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交流、相互
包容、相互监督的氛围。
江必新表示，感谢与会代表对第三巡回法庭工作的
关注和支持。我们将认真梳理、归纳、研究与会代表提
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推动建立法官与律师正当交往、
良性互动的关系，为落实党中央关于设立最高人民法院
巡回法庭的重大改革部署，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规
范执业行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贡献。
座谈会由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分党组副书
记、副庭长王旭光主持。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副
司长丘征，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吕红
兵，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江西五省市司法厅
（局） 及律协负责人，第三巡回法庭分党组成员、副庭
长虞政平，全体主审法官以及综合办、诉讼服务中心负
责同志参加座谈。

⇨上接第一版 原、被告在诉讼过程中达成调解
协议或者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后，法院应当将协议
内容公告，公告期满后，法院审查认为调解协议
或者和解协议的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
当出具调解书。省政府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
讼，不影响社会组织依法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也不影响人身和财产权利受到损害的自然人、法
人和其他组织提起私益诉讼。
《意见》还明确，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
处置以及磋商阶段，具备相关资格的司法鉴定机
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或者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推荐的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
报告或者监测数据，
经开庭质证，
可以作为认定污
染损害和生态破坏的证据，但有证据证明存在程
序不合法、结果不真实等情形除外。法院可以根
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赔偿义务人承担清除污
染的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期间
服务功能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
的损失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调查、鉴定评估等
合理费用。原告请求被告承担合理的律师费以及
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的，可以依法予以支
持。可以根据赔偿义务人主观过错、经营状况等
因素试行分期赔付，
探索多样化责任承担方式。

共奔全面小康 司法有担当
驻干部开展扶贫工作，22 年里，先后派
出了 11 批 25 名干部，为当地的扶贫工作
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宁陵县和睢县地处中原大地，有着
悠 久 的 历 史，也 是 著 名 的国家级贫困
县。在扶贫工作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挂
职扶贫干部积极协助当地政府，大力争
取扶贫资金和项目支持：国家发改委资
源综合利用和环保项目，实际获得项目
资金 1000 万元；全民健身“雪炭工程”项
目，资金 200 万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革命老区扶贫项目成功，专项资金
1500 万元……
一个个项目，
一笔笔资金，
为当地脱
贫带来了希望，
注入了动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挂职扶贫干
部还引导好贫困户增强自身造血能力，
积
极招商引资，
为当地产业发展献计献策。

甸甸的。
送达传票后的第三天，袁法官获
悉，
时某因为身体的原因，
已经住院治
疗。放下手头其他案卷，袁法官立即
赶往时某住院的医院。经过了解，时
某 系 因 与 丈 夫 吵 闹 ，在 推 搡 中 摔 伤
了。袁法官还了解到一个细节，时某
的老公有家庭暴力行为，时某一方面
由于惧怕刘某，另一方面也不想家丑
外扬，
所以一直没有声张。
时某表示，
即便出院了，
也不敢回
家，
怕刘某再次打她，
并向法院申请人
身保护令。当天，法院作出了人身保
护令裁定，
禁止刘某对时某实施辱骂、
殴打等形式的家庭暴力；禁止刘某跟
踪、骚扰、接触时某。在向刘某送达人
身保护令裁定时，刘某抵触情绪非常
严重，并扬言要和时某彻底撕破曾经
的夫妻情分。
袁法官设法联系上了时某的儿
子。经过法官教育，时某的儿子从外
地赶回家，
安顿好自己的母亲。同时，
法官详细向刘某讲解法律规定及家暴
的后果。经过法官耐心劝解，刘某表
示会冷静思考自己的不理智行为，并
到法院撤诉。
此后，袁法官多次到时某夫妇家
中走访慰问，
并保持联系沟通，
极力修
复家庭亲情。看着时某夫妻重新走到
一起，
儿子、儿媳常回家走动，
孙子、孙
女放学在家有说有笑，
袁法官说，
有家
才有爱，
愿所有家庭都和睦美满。

在前后多批挂职干部的共同努力下，
宁
陵县建立了以优质复合肥为主导产业的
产业集聚区，制鞋业和电子信息产业则
成了睢县产业集聚区的主导产业……
扶贫干部为当地经济发展不遗余
力地奔走终于有了回报，群众的腰包
鼓了，群众的笑容多了，
“真情帮扶促
发展”
的目标也越来越近了。

扶贫攻坚 法治助力
“你们不仅年前来走访慰问，
刚过
完年又到我家来商量赚钱门路，真的
很感谢你们。我一定要克服困难，树
立信心，努力脱贫致富。”2016 年 2 月
的一天，
对来家慰问帮扶的法官，
江西
省会昌县永隆乡案背村困难户吴刚福
表达着自己的谢意和信心。

而在湖南省桂阳县人民法院，则
把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与全力推进精准
扶贫结合起来，做到“法助、智助、资
助”并行，
“力度、速度、温度”同升，实
现了办案、扶贫两不误、两促进，该院
帮扶的 34 户贫困家庭，除 10 户“五保
户”由社保兜底外，其余 24 户均已根
据自身优势，
确定了脱贫路子，
每户贫
困户人均收入增长达 2000 元。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为
精准扶贫提供有力司法保障，要求全
省法院重点加强涉扶贫案件的审理，
妥善审理好涉及农村低保户、困难户
资格审查认定、移民搬迁、扶贫款、救
济款发放等行政诉讼案件，并要求重
点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贫困
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加大基层社会法
治宣传教育力度，为推进扶贫开发工
作创造法治环境。
扶贫攻坚，
全国在行动。
扶贫攻坚，
法院也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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