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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精准扶贫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本报北京 6 月 12 日讯 （记 者
李 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
法委书记孟建柱今天在中南海会见泰国
首席大法官、大理院院长维拉蓬·汤苏
万。

孟建柱说，中泰是友好邻邦，两国
人民有着“一家亲”的深厚情谊。近年
来，两国高层往来密切，各领域合作成
果丰硕。希望泰国大理院和中国最高
人民法院进一步加强交流、互相借
鉴，不断深化司法领域的合作，共同
推动中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
向前发展。

维拉蓬·汤苏万表示，泰方高度
重视发展泰中关系，愿深入推动两国
司法机关的交流合作，为促进两国关
系发展作出新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参
加会见。

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中南海会见泰
国首席大法官、大理院院长维拉蓬·汤
苏万。 郝 帆 摄

孟建柱会见泰国大理院院长维拉蓬·汤苏万
周强参加会见

本报北京6月12日讯 （记者 罗
书臻） 今天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首
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
最高人民法院会见泰国首席大法官、
大理院院长维拉蓬·汤苏万，并共同
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和泰王国大理院司法交流与合作谅解
备忘录》。

周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
民法院对汤苏万院长来访表示欢迎，对
他率团出席第二届中国—东盟大法官论
坛并为论坛成功举办所作的努力表示感
谢。周强指出，中泰两国友好关系源
远流长，两国人民情谊深厚，各领域
交流往来密切。两国司法机关始终保
持着良好关系，合作成果丰硕，相信
汤苏万院长此次访问必将巩固和发展中
泰司法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国友好关系
进一步发展。

周强简要介绍了中国的法治建设和
司法改革情况。他说，中国高度重视法
治建设，中国共产党把依法治国确立为
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法院正
在全面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

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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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院深

入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认真落实立案
登记制要求，积极推动审判方式和执行
体制改革，大力深化司法公开，同时充

分运用信息技术，加快建设智慧法院，
使司法更加阳光透明，基本解决执行难
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办案质量、效率
和司法公信力得到提升，人民群众有了
更多获得感。

周强表示，希望与泰国大理院保持
经常性高层互访，进一步密切人员往
来，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国家法官交流
培训基地和法律与司法信息中心的作
用，在信息交流、案例研究、法官培训
等方面加强交流互鉴，不断提升合作水
平。希望进一步加强双方司法协助工
作，切实保护和促进两国经贸往来，有
效保障两国人民权益。

汤苏万感谢周强的会见，对中国
成功举办第二届中国—东盟大法官论
坛表示祝贺，对中国法院取得的成就
表示高度钦佩，表示将积极推进两国
司法机关在人员往来、信息交流、法
官培训等方面的合作，促进司法工作
有效开展，推进泰中两国友好关系不
断深入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最高
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第一巡回法
庭庭长刘贵祥参加会谈。

周强会见泰国大理院院长维拉蓬·汤苏万
双方签署司法交流与合作谅解备忘录

本报讯 （记者 张之库 严怡娜
通讯员 王兴奎） 记者6月8日从辽宁
全省法院执行局局长座谈会议上获悉，
今年以来，辽宁大力加强执行联动机制
建设，积极推动构建“党委领导、政法
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
办、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
执行难工作大格局。

为破除执行工作法院单打独斗的被
动局面，辽宁法院主动与银行、国土、
公安等多部门协作，查控被执行人财
产，为破解执行难发挥了重要作用。今
年初，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继续加大联

动机制建设，与省公安厅会签《关于
开展司法拘留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实
施办法》，建立了协作联动、联席会
商、信息共享、动态反馈、应急保障
等机制，规范全省法院和公安机关对
拘留的被执行人开展矛盾化解工作的
方式和程序。目前，辽宁高院正在与
省公安厅、省检察院协调会签《关于
办理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
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近期，还将
以省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基本解决执
行难工作调研和对相关协执单位配合
执行工作情况进行问询为契机，积极

参与省人大常委会出台地方性法规或
决议，为保障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目
标提供法律支持。

今年以来，辽宁法院围绕省高院
确定的“8+2”全省执行工作框架，
即牢牢把握“讲政治、讲大局”两个
方面，重点抓好执行案件办理、执行
体制机制改革、执行规范化建设、执
行信息化建设和执行联动机制建设等
8 项重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今年1月至5月，辽宁法院共受理执
行案件 17.23 万件，执结 4.83 万件，
同比分别上升24.66%和15.52%。

完善联动协作 促进信息共享

辽宁构建综合治理执行难大格局

河南省兰考县地处黄河故道，
沙、涝、碱三害严重，是河南历史上
公认的最穷县之一。

50 多年前，焦裕禄带领群众与
灾害顽强斗争，形成了著名的“焦裕
禄精神”。从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兰考时兰考县委承诺“三年脱
贫，七年小康”，到2016年实现脱贫
摘帽，兰考兑现了诺言。

“脱贫攻坚这件事，不仅是个重
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是

我们必须承担起的重大政治责任。”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立
勇曾在扶贫现场提出明确要求。

伴随脱贫攻坚的号角，兰考县人民
法院积极响应，派出驻村工作队，结成
帮扶对子，俯下身子，走村入户，建档
立卡。驻村法官为民办的实事、好事，
被当地群众津津乐道。

因户制定脱贫措施

“感谢杨书记，要不是他这么帮
俺，都不知道怎么活呀……”提起兰考
县法院在考城镇大胡庄村任驻村第一书
记的杨想军，特困户杨秀兰颇为动情。

杨想军在任驻村第一书记前是兰考
县法院考城法庭的庭长，大胡庄村正在
法庭的辖区内，该村位于考城镇东南 1

公里处，以农业种植为主，民风淳朴，
但缺乏市场意识，群众贫困率高。

鉴于这种现状，杨想军与驻村工
作队员形成共识：真正深入下去，认
真听取群众意见，全面了解致贫原
因，做到“精准扶贫”。

杨想军就吃住在村，与贫困户同
劳动、同吃饭，顶风冒雨、起早贪
黑，经过17天、272个小时的调查，
摸清了全村600户、2224人的基本情
况，清退前期不符合贫困条件的贫困
户 52 户 303 人，确定贫困户 229 户
834人，按照“一户一档”要求，建
立229个标准化档案。

针对田建林等4个特困户的实际
情况，杨想军协调资金35000元为其
修建了院墙，安装了门窗，购买了桌
椅、电视和风扇，并铺设了2米宽的

从大门到家门的素灰布道，把旱厕
改建为水冲式厕所；农忙时节，出
钱出力为其收种，确保粮食及时归
仓、禾苗及时播种。

杨想军还利用村里蛋鸡养殖的
有利条件，通过土地流转，并以政
府贴息的形式贷款 25 万元，搭建
20 个大棚，用有机肥种植有机瓜
果蔬菜，并召集 13 户贫困户入
股，或务工取酬，或参与分红。

在物质脱贫的同时，杨想军十
分注重精神脱贫。在入户走访调查
中，杨想军得知胡某作为被执行
人，利用其工作身份，东躲西藏、
拒不配合，致使13人20多万元的
债务无法偿还。杨想军多次向胡某
释法明理，重点阐明拒不执行生效
判决裁定的后果及对以后工作的影
响，终于做通工作，促使胡某积极
主动联系法官与申请执行人达成还
款协议。扶贫期间，杨想军先后调
处矛盾纠纷近 20 件，引导诉讼程
序解决十余件……大胡庄村的法治
脱贫之路也渐渐铺开。

如今的大胡庄村已走上了奔小
康之路，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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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下身子圆百姓脱贫梦
——河南兰考县法院带领群众奔小康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冀天福 本报通讯员 孙岩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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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陪审工作中，人民陪审员的时间如何调
配，责任如何划分，惩戒机制如何建立？连日
来，记者走访广西各试点法院，继续一探究
竟。

时间的冲突，怎么调？

没有时间，或者说时间冲突是不少陪审员
无法前来参审的重要原因。

根据规定，人民陪审员不仅是要随机选
任，每个案件的陪审员人选也得随机抽选，而
且每个陪审员每年审理的案件数也有上限。

“每个陪审员都有一个编号，每个案件都
要进行随机摇号，像双色球摇奖一样，掉出来
的乒乓球就是陪审人选。”桂林市七星区人民
法院民一庭庭长张焱说，“关键是摇奖摇一次
即可，但陪审员人选常常得摇好几次。”

比较先进的是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新
县人民法院正在试用的陪审员管理系统。“承
办法官鼠标点一下就可以由电脑抽出陪审员人
选，并实时发短信到陪审员手机上。”崇左中
院政治部教培科副科长张止潍笑道，“就是有
时候会被当诈骗短信，陪审员不予理会。”

虽然听起来有趣，但在七星区法院院长曾
小平看来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事情，“法院的
审判工作有其规律性，不少案件两个月前就确
定好了排期，但谁能两个月前就保证开庭那天
没有事情？”曾小平说，“虽然陪审员可以换，
但按照诉讼法规定，合议庭组成人员必须三天
前告知当事人。”

曾小平表示，怕就怕陪审员开庭当天有事
来不了，“基层法院普通程序案件有不少是疑
难复杂案件，当事人就这个事情申请延期，法
官还必须延期。但延期后，谁又能保证开庭那天陪审员肯定有时间呢？”

对于这种矛盾，人民陪审员、桂林市毅峰社区党委书记明卫平就认为，必须
提高单位主管领导对陪审员工作的重视程度，“社工工资相对比较低，前来参加
陪审毕竟还有些补贴，有人就认为这是出来搞私活、赚外快。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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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近日，最高人民法
院机关党校 2017 年处级干部进修班
全体学员围绕“弘扬延安精神，永葆

党员本色”主题，赴陕西延安开展了
为期一周的现场教学活动。在宝塔
山、抗大纪念馆、南泥湾、陕甘宁边
区高等法院、杨家岭、枣园、王家坪
革命旧址……学员们聆听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 13 年感天动地的革命故事，
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红色岁月，领悟
延安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
心，继续前行。图为在南泥湾，学员
们认真聆听现场讲解。陈玉霞 摄

图为周强与汤苏万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泰王国大理院司
法交流与合作谅解备忘录》。 孙若丰 摄

本报讯 （记者 陈 伟） 近两个
月来，前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信访接
待大厅的上访人员发现，除法官接待窗
口外，还有一个窗口由两名律师“坐
诊”。这两名律师接待热情，询问认
真，分析细致，说服耐心，这为他们解
决涉诉案件增加了又一条值得信任、便
捷的途径。

据悉，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最高人
民法院和山西省委有关律师参与化解和
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精神，山西法
院从 2015 年即开始在部分中院对此进
行试行，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今年以

来，山西高院党组将此项工作纳入“开
展一项活动、推进三项改革”（即全省
法院开展清理化解赴京重复访滞留访案
件活动，推进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
涉诉信访案件工作、涉诉信访案件终结
工作以及网上申诉和视频接访工作）活
动中，与省直有关部门积极联系沟通，
落实经费，大力推进。在省直政法机关
中，山西高院信访窗口于3月29日率先
启动了律师驻法院值班和参与化解、代
理申诉涉法信访案件工作，窗口每天有
省律协指定的两名律师值班，先后已有
100多名上访人员得到律师的服务。

山西高院邀律师“坐诊”涉诉信访

本报讯 6月9日上午，海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在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一起集资诈骗抗
诉案。此案由海南高院副院长刘诚任主
审法官，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高海燕出庭
支持抗诉。

据了解，作为首批司法体制改革试
点省份，海南高院让优质审判资源重新
集结，带动全省法院工作重心回归执法
办案主业，充分发挥各级人民法院院庭
长对审判工作的示范、引领和指导作
用，院庭长回归审判一线办案已成常
态。2016 年全省法院院庭长主办审结

案件49201件，同比上升47.24%，占同
期结案总数的31.99%。

据悉，海南高院明确了各级法院院
庭长办案量，要求院庭长分案以指定分
案为主，健全立案环节的甄别分流机
制。将发回重审、指令审理的案件，由
中级法院、省高院受理的一审案件，抗
诉案件，新类型案件，社会普遍关注案
件和其他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等六类
案件优先分配给院庭长审理，并建立了
院庭长办案情况逐月通报制度，省高院
定期对下级法院院庭长办案情况开展督
查。 （方 茜）

海南高院强化院庭长办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