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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体系性建构
熊秋红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现有的法律框架
下，从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阶段、程序、证明机制等方面发展和完善了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体系，构建了“诉讼化”色彩更为浓厚的程序性争议解决机制，为严格
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保障被追诉人合法权益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非 法 证 据 排 除 专 家 解 读 ④

告示

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
原讼法庭

杂项法律程序2017年第1280宗

原告人：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Industrial Bank Finan⁃
cial Leasing Co. Ltd)

被告人：李风晓 (Li Fengxiao)

土地物业：香港南湾道57号BELGRAVIA 22楼B 室连同
地下低层13及14号车位（下称“土地物业”）

致被告人李风晓

请注意，原告人于 2017年 6月 2日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
原讼法院（“香港法院”）入禀原诉传票，申请出售已被法庭命令
押记的土地物业。原告人主张你未能履行香港法院于杂项法律
程序 2016年第 2168及 2169宗案件下裁定的债项，因此申请出
售土地物业押记以偿付债项。

根据香港法院于2017年6月21日颁下之命令，现以此刊登告示
一天，将以下文件送达致你：

(1) 原诉传票(文本已妥为盖上发出传票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高
等法院的印章，连同三份采用订明格式的送达认收书)；
(2) 存档日期为2017年6月2日之侯雍华的非宗教式誓章连同
附件证物；及
(3) 日期为2017年6月21日的法院命令盖印副本。

上述法院文件以此方式完成送达，得视为已将文件妥善及充分
地送达给被告人李风晓。

在本告示刊登十四天内（告示刊登日期计算在内），你必须将送
达认收书交回香港高等法院登记处，否则有可能作出对你不利

的判决。送达认收书连同原诉传票可向下述律师事务所取得。

2017年7月3日
原告人代表律师
金杜律师事务所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15号
置地广场告罗士打大厦13层

档案号码：800-0008828

刘磊因遗失安徽金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颁发的股
权证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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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 、公示催
告申请人：刘磊，公民身份号码, 342426196610050105。二、公示催
告的权利凭证：刘磊（股东账号为10042691161030000000022）所
持有的安徽金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颁发的股金证号为
622012000056的股权证书。股权金额为250880.00元。三、申报权
利的期限：自公告之日起至60日内。四、自公告期限之日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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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上述权利凭证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凭证权利的行为无效。 [安徽]金寨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徐元庆因持有的普通支票1张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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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徐元庆。二、公示催告
的票据：号码3010443006769102，付款行交通银行中山南圃支行，
出票人徐元庆，票面金额44910元，收款人空白。三、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石川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因持有的普通支票1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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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中山
市 石 川 照 明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二 、公 示 催 告 的 票 据 ：号 码
1030443042359432，付款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横栏支
行，出票人中山市石川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票面金额53800元，收款人
中山市德力电子有限公司。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刘建华因持有的普通支票10张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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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刘建华。二、公示催告的票
据 ：号 码 66581084、66581085、66581103、66581105、66581109、
66581110、66581112、66581117、66581118、66581121，付款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东凤同安支行，出票人刘建华，票面金额空
白，收款人空白。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睿欣纸类制品厂因持有的普通支票5张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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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中山市睿欣纸类制
品厂。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 54774708、54774714、54774716、
54774721、54774725，付款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
行，出票人中山市睿欣纸类制品厂，票面金额空白，收款人空白。三、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张家港市巨龙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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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张
家港市巨龙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
票、票号为 31400051/29194945、票面金额为 100000元、出票日
期 2017年 1月 23日、汇票到期日 2017年 7月 23日、出票人方科
（张家港）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张家港市苏承环保设备有限公
司、付款行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持票人为申请人。三、自公告之
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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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张家港市兆丰城建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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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张家港市兆丰城建有限公
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10200052/25886207、
票面金额为200000元、出票日期2016年12月26日、汇票到期日2017
年6月26日、出票人张家港九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人张家港市
兆丰城建有限公司、付款行工商银行张家港分行营业部、持票人为申请
人。三、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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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张家港市瑞燕家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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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张家港市瑞燕家禽有限公
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10300052/26222635、
票面金额为60000元、出票日期2016年12月23日、汇票到期日2017
年6月23日、出票人张家港保税区天翔电气有限公司、收款人江苏天翔
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付款行农业银行张家港杨舍支行、持票人为申请人。
三、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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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张家港市瑞燕家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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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张家港市瑞燕家禽有限公
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31000051/26390614、
票面金额为300000元、出票日期2017年1月12日、汇票到期日2017
年7月12日、出票人张家港沙景宽厚板有限公司、收款人张家港荣盛炼
钢有限公司、付款行浦发银行张家港支行、持票人为申请人。三、自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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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张家港市瑞燕家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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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张家港市瑞燕家禽
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31000051/
26408926、票面金额为500000元、出票日期2017年3月6日、汇票到

期日2017年9月6日、出票人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
张家港富瑞深冷科技有限公司、付款行浦发银行张家港支行、持票人为
申请人。三、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十五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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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江阴市新兴铸造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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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江阴市新兴铸造有限公
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30100051/22588274、
票面金额为50000元、出票日期2017年1月23日、汇票到期日2017年
7月23日、出票人张家港市协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收款人张家港捷康
医疗器械设备有限公司、付款行交通银行张家港分行、持票人为申请
人。三、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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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洋浦中良海运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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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洋浦中良海运有限公司。二、
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31300051/44185892、票面金
额为100000元、出票日期2017年1月16日、汇票到期日2017年7月
16日、出票人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实业总公司、收款人张家港市
悦丰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付款行宁波银行张家港支行、持票人为申
请人。三、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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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月5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武汉兴盛达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
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汇票号码为31300051-42779576，票面金额为人民
币500,000元，出票日期为2016年11月30日，出票人为华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武汉兴盛达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最后持有人为武汉兴盛达物资贸易有限公
司，付款银行为汉口银行硚口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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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武汉兴盛达
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为31300051-42779576，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00,
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武汉兴盛达物资贸易
有限公司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湖北]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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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
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需要处理的
争议日益分化为两大类：一类为实体
性争议，集中体现为对被告人的定罪
量刑，这也是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焦
点问题；另一类则为程序性争议，如管
辖、回避、非法证据排除等，是依循正
当法律程序处理刑事案件的产物。对
程序性争议的处理被视为“诉讼中的
诉讼”，其中以非法证据排除最为典
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彰显刑事程
序独立价值、维护刑事程序尊严、实现
程序正义的重要制度设置。由于刑事
诉讼奉行“审判中心主义”，与之相呼
应，法院对于非法证据排除争议的审
查处理被称为“审判中的审判”。

显然，非法证据排除作为“诉讼中
的诉讼”抑或“审判中的审判”，需要构
建起一套完整的法律规则体系作为处理
程序性争议的依据。2010年“两高三部”
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
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开启了构建我国非
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的进程；2012年修
改后的刑诉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
制度，对于排除的范围、阶段、程序等作
了简要规定。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决定提出要“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
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
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014年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健全落
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
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以加强人权司法
保障。“两高三部”新近出台的《关于办理
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
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于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作了系统性规定，在完善非
法证据排除制度方面迈出了新的步
伐。

首先，《规定》扩大了非法证据的
排除范围。关于非法供述的排除，刑
诉法作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
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弹
性表述，在解释上引起了“等内等”与

“等外等”之争。最高人民法院在《关
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
制的意见》中指出：“采用刑讯逼供或
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
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此属

“等内等”的解释；“两高三部”在《关于推
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
意见》中指出：“对采取刑讯逼供、暴力、
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
依法予以排除”，此属“等外等”的解释。

《规定》采纳了“等外等”的解释，并予以
细化，如“暴力”包括“殴打、违法使用戒
具”；“威胁”包括“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
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
胁”；这里的“非法方法”还包括“采用非
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
此外，对于重复性供述，原则上予以排
除，但更换讯问人员后取得的自愿供述，
不在此列。刑诉法规定“采用暴力、威胁
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
述，应当予以排除”，《规定》在列举的“非
法方法”中增加了“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其次，《规定》对侦查、审查起诉、审
判等不同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分别作了
规定。关于侦查阶段的排除，吸收了“两
高三部”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
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所提出的“重
大案件侦查终结前由驻看守所检察人员
对讯问合法性进行核查”的制度；将检
察人员作为审查主体，规定在侦查期间
辩护方可以向检察院申请排除非法证
据；对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
的，检察院应当向侦查机关提出纠正意
见；侦查机关对审查认定的非法证据，
应当予以排除。在检察院审查逮捕、审
查起诉期间，辩护方申请排除非法证
据，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检察
院应当调查核实，并依法排除相关证
据。在审判阶段，辩护方应当在开庭审
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但在庭审期间
发现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等情形除外；辩
护方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的，法院应当召开庭前会议；控辩双方在
庭前会议中对证据收集是否合法未达成
一致意见，法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
疑问的，应当在庭审中进行调查；庭审期
间，法庭决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

调查的，原则上应当先行当庭调查。《规
定》还对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死
刑复核程序中的非法证据排除作了原则
性规定。

再次，《规定》对不同诉讼阶段的非
法证据排除程序作了系统规定，包括启
动、审查、决定、救济等多个环节。从启
动来看，采取依申请启动和依职权启动
两种方式。辩护方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在审判前阶段主要由检察院进行调查核
实，调查结论应当书面告知辩护方。在
审判阶段由法院进行审查，在庭前会议
中，检察院应当通过出示有关证据材料
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对证据收集的合法
性作出说明；在庭审调查中，可以通知侦
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并
接受发问；法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
行调查后，应当当庭作出是否排除有关
证据的决定；必要时可以提交审判委员
会讨论。对予以排除的非法证据，侦查
机关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
起诉的根据；检察院不得作为批准或者
决定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法庭不得作
为判决的根据。在审判前阶段，因检察
院排除非法证据导致作出不批准逮捕、
不起诉决定的，侦查机关可要求复议、复
核；在审判阶段，控辩双方提出抗诉、上
诉，对第一审法院有关证据收集合法性
的审查、调查结论提出异议的，第二审法
院应当审查；第一审法院对辩护方排除
非法证据的申请未予审查，并以有关证
据作为定案根据，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第二审法院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
审法院重新审判。

最后，《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证
明机制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如辩护方
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
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
线索或者材料；辩护律师自检察院对案件
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讯
问笔录、提讯登记、采取强制措施或者侦
查措施的法律文书等证据材料；辩护方可

向司法机关申请调取侦查机关收集但
未提交的讯问录音录像、体检记录等证
据材料；庭审中由公诉人对证据收集的
合法性加以证明，可以出示讯问笔录、
提讯登记、体检记录、采取强制措施或
者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侦查终结前对
讯问合法性的核查材料等证据材料；可
播放讯问录音录像；可提请法庭通知侦
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法
庭“确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
的”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
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
除。

此外，《规定》中的亮点还包括：一
是对非法证据排除中的律师辩护问题作
了专门规定，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可以为
被追诉人提供法律帮助，对刑讯逼供、非
法取证情形代理申诉、控告，该规定在一
定程度上保障了非法证据排除中的律师
参与；二是规定在法庭作出是否排除有
关证据的决定前，不得对有关证据宣读、
质证，该规定有助于防止非法证据影响
法官的心证；三是规定法院对证据收集
合法性的审查、调查结论，应当在裁判
文书中写明，并说明理由，该规定让

“程序性裁判”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
我国刑诉法所确立的并由《规定》

加以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带
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和阶段性特点，主要
表现在：其一，将被追诉人供述作为非法
证据排除的重心。其二，非法证据排除
分为审前阶段的排除和审判阶段的排
除。其三，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程
序中具有特殊地位。

从总体上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体系的建构受制于我国宪法和刑诉法
的规定、受制于现行的刑事司法体
制、受制于我国刑事法治的发展阶
段。《规定》 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
从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阶段、程
序、证明机制等方面发展和完善了非
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构建了“诉讼
化”色彩更为浓厚的程序性争议解决
机制，为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
则、保障被追诉人合法权益提供了强
有力的法治保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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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11时，一行人顺利赶到了淮

安的财富广场地下停车场。见到角落
里的“玛莎拉蒂总裁”，大家抑制不住
内心的喜悦。

在当地支持下，执行人员通过电
话联系了淮安路顺救援公司，按计划
准备将车拖回南通。但在操作过程中
发现“玛莎拉蒂”方向盘已被锁死，无
法移动；地下室空间狭小，无法动用大
型机械直接吊走。执行人员随即找来
淮安公安备案的专业开锁人。

执法记录仪显示，王风华现场办
理了“玛莎拉蒂总裁”的扣押手续，指
定在场的银行代表陆建新作为扣押物
品监管人员，负责对“玛莎拉蒂”扣押
期间的监管。

当天下午 5 时许，执行干警乘警
车在前开道，高某驾拖车载着“玛莎拉
蒂总裁”在中间，监管人陆建新坐在拖
车的副驾驶位置上，还有银行车断后，
三辆车驶出淮安地区，进入沈海高速。

谁也没想到，返途中遭遇一场“突
袭”。

“玛莎拉蒂总裁”被劫了

沈海高速一路畅通，途经盐城大
丰服务区，警车一路向前。但高某的拖
车下了高速进了服务区后却出了事。

据陆建新说，在车队驶入高速
100 多公里后，他发现拖车司机犯困
的样子，一来为安全起见，恰巧又看见
服务区；二来刚刚接到后边车打来的
电话说可能有跟踪。他就未加深思对
司机说：“你下车洗把脸吧！”

陆建新当时想等进了服务区试探
有没有“尾巴”，再打电话报告，几分钟
的事，说不定还能把“尾巴”也甩掉。

拖车刚停，一辆奇瑞轿车拦截在
前头。紧接着，车上下来多名不明身
份的男子，先把拖车司机强行拽下
车。陆建新坐在副驾驶上，发现情况
不对，快速锁上左边的车门，然后赶紧
打电话给法官。

据陆建新回忆，围上来的几名男
子态度十分蛮横，硬是把他赶下车。
当时，拖车司机、陆建新都再三说明，
这辆“玛莎拉蒂总裁”跑车已被法院扣
押，执行法官就在服务区前方高速上，
马上赶到。可对方不听劝阻，毫无顾
忌，强行将拖车开走。

扣押的“玛莎拉蒂总裁”被开走
了。为阻止追赶，这几名男子还留下一
帮人围住陆建新，约10分钟后才扬长
而去。

陆建新等考虑人身安全，在这些
人走后立即拨打 110 报警，王风华则
立即将突发情况层报，直至江苏省法
院执行指挥中心，请求增援。

法院公安联动

6月27日晚8时许，江苏高院执行
指挥中心副主任黄涛接到“玛莎拉蒂总
裁”被强行开走的报告。随即，刁海峰
立即命令南通、盐城执行局迅速出警。

南通中院分管执行的审判委员会
专职委员张骥，迅速召集21名干警前
往。同时指令附近的海安县人民法
院、如皋市人民法院迅速集结执行干
警，赴大丰增援。

海安法院执行法官、司法警察在
15 分钟内紧急集合。警车一路风驰
电掣，警灯闪烁，执行局局长王德俊、
法警大队长徐宝生一行8 人，迅速赶
到大丰西团镇派出所。

随后，南通、如皋等法院共 70 余
名干警在西团镇派出所汇合，接受法
院执行指挥中心指令。

据西团派出所所长陈一岭介绍，
当晚警力正在辖区进行“黄海7 号行
动”，打击涉黑涉毒涉赌等违法犯罪。
晚上7点40分，接到报警称，法院执行
的“玛莎拉蒂总裁”中途被强行开走。
随后，又接到大丰法院执行局局长臧
全思电话，请求支援。

派出所3辆警车11人分头行动，
陈一岭在警车上通知相邻的白驹派出
所，请求派员在附近高速白驹出入口
设卡拦截。

法院、公安联手，布下天罗地网。
西团镇、白驹镇、小海镇、万赢镇，方圆
百里，警笛声声。当晚9点50分，陈一
岭等在万赢镇江界河边将“玛莎拉蒂
总裁”截获。

妨碍执行终被拘留

梁某、李某、李某某，是转移法院查
封财产、妨碍法院执行的主要实施人。

据梁某说，这辆车是其2015年12
月从杭州一家二手车市场花 40 万元
买来的，买来后得知车被查封，可以用
但不好过户。当天下午5点多，接到朋
友电话，说车被人扣走了，还有人在微
信朋友圈发拖车照片，等赶到停车场发
现车没了。“车上装有GPS，我们就一直
尾随车辆，跟到了大丰服务区。”

6月28日凌晨，南通法院的执行
法官将梁某等 3 人带回南通，以转移
法院查封财产、妨碍法院执行为由，决
定对三人司法拘留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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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审判质效是关乎人民群众的

大事，这也是对我们院庭领导能力水平
的直接检验。”何显锋坦言。

从今年5月10日到8月30日，广西
高院决定在全区法院开展一场“百日清
案”活动，争取在100天时间内审结诉
讼案件 20 万件，全部清理审结历年积
案，今年新收案件至8月底需审结80%
以上。

“你们要相信法院一定能够公平公
正的将案件办理好，给你们一个满意的
答复。”5月22日，黄克在一起土地承
包纠纷案件现场实地勘察时对案件当事
人说。

这是一起双方当事人争议多年的案
件。黄克决定督办该案，在现场，他要
求法院一定要公平公正把案件办成铁
案，给双方当事人一个满意的答复。

5月24日，广西高院常务副院长黄
海龙带领刑一庭合议庭成员到宾阳县看
守所对故意杀人案被告人潘某某进行提
讯。

据了解，被告人潘某某因琐事对被
害人潘某成等怀恨在心，于2016年6月
14 日持刀将三人杀害。2017 年 3 月 13

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被告人潘某
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被告人潘某某没有上诉，广
西高院刑一庭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复
核。黄海龙担任该案审判长进行审理。

“作为院庭长要走出办公室，走上
法庭，带头落实司法责任制，以法官员
额制改革为契机，带头办案，发挥引领
作用，带领法官积极办案，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的司法需求。”黄海龙说。

据统计，截至6月30日，广西法院院
庭长带头主审案件12万余件，为提高广
大法官办案积极性起到引领作用。

让团队发挥办案快捷优势

如何让法官在办理案件中提高审判
质效？又如何推动“百日清案”活动顺
利开展？全区各级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审
时度势，及时制订方案，优化审判资
源，找到了适合各自特色的方法。

“自从成立‘速裁审判团队’以
后，全院形成简案快调快审、难案精审
细审的审判管理方式，有效提高了审判
速度和质量。”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周忠说。

记者从防城港中院了解到，今年4
月，防城港中院决定成立“速裁审判团
队”，对符合条件的简易民商事案件，
在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保证案件公平
公正审理的前提下，尽量简化庭前准
备、庭审程序、送达方式，缩短办案周
期，做到快速流转、快速审理、当庭宣
判、当庭送达，实现以较小的司法成本
取得较好的司法效果。

据统计，从4月20日至6月10日，
防城港中院“速裁审判团队”共收案206
件，结案 169 件，结案率达到 82.04%，案
件审判质量效率得到明显提升。

像防城港中院“速裁审判团队”
这样，广西许多法院推出了新的审判
模式——南宁市江南区法院积极搭建

“二次分流”架构，对民商事案件采取
“窗口粗分，后台细分，专业化审判，
多元化调解”的做法。全州县法院、恭
城瑶族自治县法院、兴安县法院等设立
了家事审判庭、女子审判庭等专业团
队，都有效地提高了审判效率和质量。

科技助推提速增效

利用信息化手段来推进提高审判执

行工作质效是广西法院一直研究的重要
课题之一。广西各级法院借助加强信息
化建设，打造“智慧法院”契机，有效
推进审判执行等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
的成效。

今年以来，结合民族边疆地区实
际，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充分利用大数
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在审判执行工作
中的深度融合与应用，实现“全业务网
络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和“全方
位职能服务”，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
成、文书智能编写与生成，大大减少了
法官和书记员的工作量。同时，该院还
在互联网开通智能多元化网络调解工作
平台，实现多方位远程调解、司法确
认、案情询问等功能，为广大群众提供
更加便利、快捷、优质的法律服务。

“您好！欢迎来到崇左市中级人民
法院，我是小贝侬，有什么可以为您效
劳的？”

“您好！我想对一起民事案件提起
诉讼，该提供哪些材料呢？”

“好的，小贝侬马上为您解答……”
记者在崇左市中院的诉讼服务中心

看到，机器人小贝侬正在热情地为当事
人提供导诉等各种服务，并通过语音、

视频、图像等多媒体方式，与来院人
员进行沟通，解答当事人的问题，帮
助当事人进行流程、常识、法律问题
等咨询服务。

“我把材料给法官扫描到电脑里
面，然后用手机获取这个二维码，凭
着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到立案窗口进行
立案了，很方便！”正在诉讼服务中
心进行案卷扫描的覃先生说。

立案庭副庭长文斌告诉记者，
当事人到立案窗口后，通过“OCR
智能回填系统”进行识别，整套系
统不仅让法官们告别了手填材料模
式，而且加快了办案的速度，在审
判流程中为电子卷宗的深度运用打
下了基础。

通过“智慧法院”的建设与应
用，该院审判执行等各项工作加快进
入了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轨
道，审判质效得到切实提高。今年
1 至 6 月，全市法院新收案件 8368
件，结案 7308 件，结案率 72.24%，
同比上升14.25个百分点。

此外，广西法院还创新司法拍卖
模式，用3个月时间在淘宝网、京东
网等五大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发布929

件拍卖信息，广西全区法院拍品成交
金 额 1.7 亿 余 元 ， 平 均 溢 价 率 为
23.64%，为当事人节省佣金 583 万
元。截至6月10日，广西全区法院已
经累计化解执行积案11931件，化解
率达到90.11%。

“我们通过将传统司法拍卖转网
络司法拍卖的办法，消化了一批长期
未结案件，为处置长期不能变现的可
供执行财产开辟了新途径。”广西高
院执行局副局长李轩告诉记者。

据统计，从 5 月 20 日到 6 月 30
日，广西全区法院在开展“百日清
案”专项活动中，共审结各类诉讼案
件69512件，广西全区员额法官 （不
含执行员额法官等） 人均结案 18.45
件，其中南宁市、柳州市、桂林市法
院审结案件数位居全区法院前三名。

“目前，全区法院清案工作步入
正常轨道，但是还存在结案不平衡
现象，人均结案数还有较大的提升
空间。”广西高院审管办主任佟海霞
说，下一步，要对清案效果不明显
的法院加大督查和指导力度，确保

“百日清案”活动圆满完成预定任
务。

“玛莎拉蒂总裁”，休想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