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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共享单车管理要打“组合拳”

今年初，共享单车问世后深受公众欢
迎，发展势头迅猛，既助推了绿色出行，又
缓解了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的压力，同时
还解决了市民外出“最后一公里”的交通瓶
颈。共享单车受青睐，说明迎合了城市及市
民需求，弥补了城市交通的“短腿”，但也暴
露出不少问题，如乱停乱放，街头巷尾、居
民小区等都能见到单车身影。如共享单车
闯红灯、闯入机动车道、逆向行施等交通违
法现象比较普遍，甚至有将共享单车扔进
河里的涉嫌违法问题。

这些问题暴露出骑行者文明素养欠
缺，以及管理不完善、不到位，共享单车一
路走好须除顽疾、提素质、强管理，三措并
举打“组合拳”，既要提升用车人文明素养，
也要强化监管者的责任，还要实施必要的
惩戒。譬如单车乱停乱放，许多城市专门划
出绿色停车区域，但这不等于就解决了问
题，管理部门还应组织人员上街巡查，发现
乱停现象及时制止，与城管联手共同维持
停车秩序等。

再如单车与机动车争道，这既有交通违
法，也涉及“路权”分配，目前城市行人及自
行车属“路权”弱势群体，汽车霸“道”过多，
因此解决问题既要强化单车上马路的管理，
处罚违章骑车，也要科学合理的分配自行车

“路权”，因地制宜设立自行车专用道。
为惩戒单车交通违法，江苏南京等城

市开始尝试对共享单车使用者公开曝光及
建立黑名单制度，交通运输部《关于鼓励和
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
也提出“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这显然很有必要，但共享单车交通违法上
黑名单应该有统一的标准及尺度，目前各
地做法不一，存在较大“自由裁量权”，这就
需要交通运输部会同司法部门出台权威解
释。 ——尹卫国

观点

微言大义

短评

互联网为司法插上翅膀

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
议通过《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
案》，这意味着，中国乃至世界首家互联网
法院将落户杭州。

何为互联网法院？简言之就是“互联
网+法院”或“互联网+审判”。它有两个基
本特点：一是通过网络审理案件；二是审理
的案件大多与网络纠纷有关，如电子商务
交易纠纷、网络支付纠纷、网络金融借款纠
纷、网络著作权纠纷等。

为何要设立互联网法院？一言以蔽之，
这是适应互联网发展大势和现实诉讼需求
的积极作为、顺势而为。一方面，随着互联
网的快速发展，各种与网络有关的纠纷和诉
讼大量增加，需要司法审判机关与时俱进积
极应对；另一方面，涉网案件具有明显跨区
域的特点，譬如消费者在北京、商家在杭州，
借款人在上海、贷款平台在广州。

互联网法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
生。网上的纠纷就在网上解决，互联网法
院开庭时，原告、被告以及法官都通过视频
连线的方式出席，通过在线交易记录提取
证据，调解、宣判等也直接在网上进行，诉
讼全程网络化，只要有网络有电脑，足不出
户就能打完官司。

司法审判乘上“互联网+”的东风，其
好处显而易见：一是降低了维权成本，为网
络维权插上了翅膀，路途遥远、时间漫长不
再成为阻碍，网络维权将像网购一样方便；
二是降低了司法审判成本，不仅有利于节
约司法资源，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审判效
率。这两个好处加起来，还会促成另一个
更大的好处：网络维权步伐加快，将倒逼商
家和网民规范网上行为，促进互联网健康
生态的形成，让互联网更好地服务于经济
社会发展。 ——晏庆盛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执行联络员制度
的“兴”与“行”

徐小飞

执行联络员对于促进当事人达
成执行和解，化解被执行人的抵触
情绪，赢得当事人和社会各界对执
行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营造良好的
执行氛围，加强对执行活动的监督
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从司法实
际出发，创新执行方法和举措，设置执行
联络员制度，在乡镇、村委会、居委会、街
道办事处、企事业单位等基层组织内，聘
请政治素质好、作风正派、办事公道、善
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具有一定政策水平
和法律知识，熟悉当地社情民意，拥有较
高威信的人员作为执行联络员，协助法
院开展执行工作，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

从司法实践来看，执行联络员主要
有以下功能：一是见证功能，人民法院在
进行送达和采取搜查、拘留、查封等强制
措施时，可通知执行联络员到场见证；二
是和解功能，执行联络员可利用自身优
势通过做劝导、说服工作促使当事人达
成和解协议；三是举报功能，执行联络员
可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搜集有关执行
线索并告知人民法院；四是规范功能，执
行联络员在执行过程中享有知情权、参
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促进执行人员规
范执行行为。

传统的查找被执行人下落及其财产
状况的模式，难以完全适应日益复杂多
变的执行现实。执行工作人少案多的矛
盾日益凸显，聘请执行联络员，吸纳其参
与执行，使其协助维持执行秩序，帮助法
院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协助执行法
官开展调查取证，见证执行过程，形成社
会合力和强大震慑力，从而节省有限的
执行力量，促进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在
司法实践中，执行线索主要由申请人提
供或执行法官依职权查明，如果申请执
行不能提供执行线索，或者法官无法查
明将导致执行案件无法执结。群众的眼
睛是雪亮的，群众的力量也是无穷的。执
行联络员由于长期生活在基层，工作在
基层，对被执行人的具体下落、家庭状
况、财产收入、生活习性等有关情况比较
了解。聘请执行联络员，充分发挥执行联
络员的作用，可以解决人民法院执行线
索缺乏的问题，增加执行工作的“协同
化、网络化、透明化”，破解执行难顽疾。

在传统的执行理念中，过分强调法
院的主动性，执行的完成过分依赖法院
的职权行为，忽视了当事人在执行程序
中的参与权利与参与职责及社会力量对
于执行工作推动的重要性。执行工作涉
及社会的诸多方面，是一项社会的系统
工程。要想有效地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
形成反规避的合力，单靠法院自身的努
力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国家机关、
企业事业单位乃至个人的协助与配合。
执行联络员具有人缘广、威信高、地域
熟、社情熟、民情熟、信息灵等优势，他们
能动态了解、掌握被执行人的行踪、财产
经济状况，并促进执行工作又好又快地
开展，提高执行工作效率和效果。

执行联络员来源于群众，与群众有
天然的联系，方便与当事人联系和沟通，
这对于促进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化解
被执行人的抵触情绪，赢得当事人和社
会各界对执行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营造
良好的执行氛围，加强对执行活动的监
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都具有重要作用和
意义。

申请人衡阳文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票据，该票
据记载：票号31400051/25761241、出票金额人民币捌万元、出票
人长乐恒裕纺织有限公司、持票人衡阳文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收款人江西省圆明实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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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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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长乐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隆易经贸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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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
记载：票据号码为3200005124246966、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00000
元、出票人为深圳市发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出票人账号为
667000071863600010、付款银行为深圳宝安桂银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开平市赤坎镇金恒力模架厂、最后持有人为
上海隆易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7年4月6日、到期
日为2017年10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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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文润兴因其继承的文敬钊生前持有的深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12 月 30 日签发的股权证书一份
（股东编号为A07481，股份为24513股）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已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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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做出判决宣告上述股权证书失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股
权证书的行为无效。 [广东]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通华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因遗失如皋农村商业银
行软件园支行银行汇票壹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一案，本院于
2017年6月14日依法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现依法对如皋
农村商业银行软件园支行的一份票号为：9100004131171320；出
票申请人全称为：南通华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收款人全称为：
如皋市财政局；出票日期：2016年6月16日；出票金额为：人民
币壹万元整的银行汇票公告挂失。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的，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本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如皋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通华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因遗失如皋农村商业银
行软件园支行银行汇票壹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一案，本院于
2017年6月14日依法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现依法对如皋
农村商业银行软件园支行的一份票号为：9100004131171319；出
票申请人全称为：南通华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收款人全称为：
如皋市财政局；出票日期：2016年6月16日；出票金额为：人民
币贰万元整的银行汇票公告挂失。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的，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本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如皋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张家港市瑞燕家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票据票号
30400051 23181223，票据金额为 50000 元，出票人为江苏天晨
船舶进出口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出票
行为华夏银行无锡分行江阴支行。自公告之日起至2017年9月
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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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嘉和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因持有江南农商行天
宁 支 行 签 发 的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壹 张 遗 失 ，票 号 为
3140005131169746、票面金额20000元整、出票人常州力拓塑胶
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7年3月21日、收款人为常州创富物资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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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
期为自公告之日起至2017年10月5日止。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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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麻城市将军北路鑫伟电器店因持有中信银行常州分
行账务中心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遗失，票号为 30200053
26619586、票面金额50000元整、出票人常州黑牡丹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出票日期2016年12月22日、收款人为江苏天马万象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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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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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长治县立日心煤业有限公司因遗失商业承兑汇票一

张，该票据记载：（票据号码为0010006121532302 号，票面金额
为壹佰万元整，出票人为莱芜市九羊福利铁厂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山东金拓洁净煤有限公司，出票行为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花园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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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济南润升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该票据记载：（票据号码为3130005136196256 号，票面金
额为壹拾万元整，出票人为山东维丰工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莱芜新航帆商贸有限公司，出票行为莱商银行莱城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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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莱芜市莱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平顶山市安顺祥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农行菏泽市中支

行银行承兑汇票壹张，票据号码为10300052/25063010，金额为
200000元，出票人为菏泽金霸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菏泽市
牡丹区腾达通讯有限公司，该票据经背书转让,最后持票人为申
请人。现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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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上述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因转账支票一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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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
人：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
转账支票号码31303720/15191262、票面金额叁拾肆万叁仟贰佰
元整、出票人东营市东凯置业有限公司、收款人日立电梯（中国）
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付款行威海市商业银行东营分行、出票日
期2017年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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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山东]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王胜军因不慎丢失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股

权证壹本，共计43519股，股权证账号为100301860008190号，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第14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的规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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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
告。 [山东]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安全技术中心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壹张，票号为 1020005222940578，金额为 50000 元，出票人
为淄博海翔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淄博兆新纸制品有限
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2013年6月27日，到期日为
2013年12月26日，付款行为中国工商银行淄博淄川支行营业
室的银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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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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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石家庄宁靖商贸有限公司因承兑汇票不慎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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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宁靖商贸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票据：承兑汇票出票日
期为2016年12月8日，票号30400051/22950104，出票人为愉悦
家纺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人民币伍拾万元，付款行为华夏银行滨
州分行营业部，汇票到期日2017年6月8日，最后背书人及持票

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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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特此公告。

[山东]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荥经县旭光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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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荥经县旭
光电子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31000051／
25794513，票面金额为30000元，出票日期为2016年6月6日，到期日
为2016年12月6日，出票人为浙江超威动力能源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湖州长广浩天电源有限公司，出票银行为浦发银行湖州长兴支行。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至60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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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长兴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慈溪汉邦计算机网络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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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
慈溪汉邦计算机网络工程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银行承兑汇票：
票号为30100051／24496874，票面金额为20万元，出票日期为2016
年12月30日，到期日为2017年6月30日，出票人为海德箱包(浙江)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平湖市长城塑胶制品厂，出票银行为交通银行湖
州长兴支行。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至60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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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长兴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3月2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东营市浩歌商贸有限
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由福建海峡银行福州乌山支行
于2016年7月20日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出票人福州霖镁服
饰有限公司，收款人石狮市盈艺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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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
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东营市浩歌商贸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
3130005133992895、票面金额人民币 50000 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无
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东营市浩歌商贸有限公司有
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福建]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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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遴选委员
会审议通过，首批 367 名法官入
额。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深化司法体
制改革取得的又一项具有特殊意义
的重大成果。

法官员额制，是遵循司法审判
规律，优化配置法院人力资源，实
现法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
一项重要制度。2014年6月，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
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和《上海市司
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明确的一个
重要政策导向就是，要对法官实行
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管理制度，建
立法官员额制，把高素质人才充实
到办案一线。这项制度的实施，有
利于在法院内部和社会外部形成对
法官的身份认同，让法官更有职业
获得感和尊荣感。新一轮司法改革
中，法官员额制改革是司法人员分
类管理的基础，也是实行司法责任
制的必要条件。法官员额制改革作
为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综合性改
革，涉及划定入额比例、确定入额
标准、入额遴选的方式、程序，审
判权运行机制变更，未能入额法官
工作岗位的调整与安排，以及审判
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的职能定
位与功能发挥等一系列问题，关系
到包括法官在内的法院各类工作人
员的切身利益和整个法院审判系统
的工作秩序。

如何科学核定法官员额，是推

行法官员额制的基础性问题。早在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
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即要
求在综合考虑中国国情、审判工作
量、辖区面积和人口、经济发展水平
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在现有编制内，
合理确定各级人民法院法官员额。

《人 民 法 院 第 四 个 五 年 改 革 纲 要
（2014-2018）》 提出要结合“经济
社会发展状况、人口数量、案件数量
等基础数据”进行员额管理。《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
作实施方案》规定，根据辖区经济社
会发展、人口数量 （含暂住人口）、
案件数量等基础数据，结合法官办案
工作量和三级法院功能定位、审判辅
助人员配置等实际情况，以人员编制
总数 （人员编制数加核定文职人员
数）为测算基数，按照向审判工作倾
斜的原则设定员额比例。由于我国各
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法院人员状况存在
的巨大差异，法官员额比例的设定不
可能一刀切。但是经济社会发展状
况、人口数量等因素对审判工作的影
响，最终会反映到案件数量、案件性
质、难易程度、审理时间上来。因
此，审判工作量将是确定员额比例的
主要参照，并综合考虑本地经济社会
发展、辖区面积和人员数量（含暂住
人口）等因素。

在核定法官员额比例的同时，更
重要的是紧密围绕提升司法效率和司
法公信力，正确处理法官员额制之下
审判事务与行政事务的关系，科学界

定法官、审判辅助人员以及司法行政
人员各自的职责以及配合模式，“让
法官更像法官”，在提升案件审判质
量的同时，也提高司法效率。对于审
判来说，法官要亲力亲为开庭审理、
合议定案、制作裁判文书等核心工
作；审判辅助人员则担当组织庭前证
据交换，草拟调解文书，草拟裁判文
书，委托办理鉴定、评估、诉讼保全
等，通知当事人、负责案件记录、送
达裁判文书、接听电话、归档案卷材
料等辅助性事务。

严格把关法官入额标准，是法官
员额制改革的重点。法官员额制的核
心价值是建立正规化、专业化、职业
化的法官队伍，这对拟入额法官提出
了新的更高要求。严格把关法官入额
标准，就要改变过去用选拔公务员的
模式来选任法官的做法，在坚持政治
标准的同时，把法律专业知识、职业
经验和职业伦理作为重要考核标准。
严格把关法官入额标准，就要充分发
挥法官遴选委员会的作用。最高人民
法院法官遴选委员会作为专业机构，
其运行机制对于省一级法官遴选委员
会具有积极示范意义。严格把关法官
入额标准，就要抓住“关键少数”，
领导干部要进入员额的，亦应依照统
一标准和程序进行遴选，且进入员额
后，都必须参与到审判一线，亲自办
案。严格把关法官入额标准，全国法
院员额制改革基本完成后，在解决

“存量”的基础上，更好做好“增
量”工作，继续按照统一标准开展未

入额法官遴选入额工作；同时，要全
面落实《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
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
精神，严格选任标准，将优秀的律师
和法学专家选拔充实到法官队伍中
来。

推进法官员额制改革，还要做好
配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特别是推动
建立法官单独职务序列。过去，我国
法院系统的国家工作人员基本上按照
普通公务员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法
官序列与非法官序列交叉，无法凸显
法官的职业特征，特别是法官审判权
力与行政职务挂钩，致使许多法官更
为注重行政绩效考核，间接影响了审
判质量。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旨
在找到一条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人事
管理制度，在实行法官员额制基础上
实现法官等级与行政职级脱钩，根据
职业道德表现、职业能力水平、审判
工作实绩等绩效指标，决定法官的等
级设置、晋升方式、晋升年限、选升
比例、考核惩戒和工资制度，确保实
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总之，法官员额制改革在整个法
院改革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事
关司法改革的成败。当前，我国法官
员额制改革试点基本完成，随着法官
员额制改革走向深入，人民法院以法
官为主体、审判为核心的工作机制将
得到不断完善，法官在法院中的核心
地位进一步凸显，亦将不断贴近努力
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终极目标。

落实法官员额制 推进法官职业化专业化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 王俊峰

⇨⇨上接第一版 这支队伍能否正确
实施法律，需要科学的遴选机制，需要
严格把关、优中选优。法官遴选委员
会既是最高人民法院连接社会各界的
重要桥梁和纽带，也担负着优中选优、
把好法官“入口”的重要职责，承载着
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盼，对于推
进司法体制改革，促进法院队伍正规
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

陈冀平表示，“遴选”就是慎重选
择、严格选拔、优中选优之意，法官遴
选工作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居于基
础性地位，遴选工作的成效关乎司法
改革的成效，遴选委员会全体委员将
忠实履行各项职责，不负重托、不辱使
命。

据了解，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
是最高人民法院员额制改革的一项
重要内容，进一步把法官专业评审
工作进行制度化、体系化，也在更
广范围、更深层次吸收社会各界参
与法官遴选工作，这是最高人民法
院法官专业评审工作一次新的探索
尝试，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史
上是第一次，具有标杆性的历史意
义。

不是“橡皮图章”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遴选委员会一
经成立，就投入了紧张有序的工作。

据了解，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遴选
委员会的职责定位是审议批准法官遴
选会相关工作制度，组织最高人民法
院法官遴选工作，从专业角度审议确
定法官候选人推荐名单，审议决定遴
选委员会委员回避事宜，监督、指导法
官遴选工作办公室的工作等。

据介绍，遴选委员会实行会议制
度。遴选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由委员
会主任委员负责召集，遴选委员会主
任委员因故不能召集和主持会议时，
可委托委员会1名副主任委员召集和
主持会议。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按照
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实行票决制。委
员会全体委员会议应当有三分之二以
上的委员参加方可召开，决议应经全
体委员半数以上票决同意。遴选委员
会在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设立法官遴

选工作办公室，负责遴选委员会的日
常工作。

6月22日，屋外大雨倾盆，空气中
充满凉意，而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会议
室，则气氛热烈、紧张忙碌，最高人民
法院法官遴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在这里召开，对提请遴选委员会审议
的入额人选进行认真审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
法官遴选委员会章程 （试行）》 和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遴选委员会审议
表决办法 （试行）》，听取了最高人
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关于入额工
作整体情况的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政
治部主任徐家新介绍了入额初步人选
具体情况。

在遴选过程中，遴选委员会严格
审查入额人选的工作履历、工作绩效、
调研成果、表彰奖励情况以及承办案
件的裁判文书、审理报告，全面了解人
选的综合情况，在此基础上从专业角
度对人选的专业能力和水平作出评
价。

最高人民法院遴选委员会强调实质
审议，遴选委员会享有充分的审议权，审
议过程中，委员们对候选人的入额资格、
办案绩效、测评考核等情况如果存在疑
问的，随时可以要求遴选委员会办公室
工作人员作出说明，表决时不划定差额
比例或指标，更不指定淘汰人选，由委员
们根据审议情况自主决定差额人选，并
当场宣布表决结果。

在陈冀平主任委员的主持下，各位
委员各抒己见，以理性、平和、专业、严
谨、负责的态度进行工作，发表意见建
议。他们秉持专业精神，发挥职业优势、
学识优势和经验优势，负责任地行使专
业把关的职责，最终，在387名审议人选
中，差额确定370名为入额建议人选，17
人 不 作 为 入 额 建 议 人 选 ，差 额 率 为
4.4%，较各省市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
差额的人数、比例都要更大。

实践证明，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遴选
委员会在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员额法官选
任工作中不是“摆设”，不是“橡皮图章”，
而是一道专业检验、专业保障的队伍，他
们在法官遴选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为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员额制等
综合改革，作出了不可或缺、不可磨灭的
贡献。

⇨⇨上接第一版
执行法官也可以通过“网上执行

局”APP约谈当事人，以及向当事人
送达各类程序类法律文书，既大大提
升了执行效率，为法官与当事人提供
了双向便利，同时还起到了法官与当
事人之间真正的物理隔绝作用。

来自苏州的丁师炜律师也对无锡
中院“网上执行局”赞不绝口。

“我昨天通过无锡中院‘网上执
行局’的网上立案页面提交了立案材
料申请审核，今天就收到了成功立案

的短信提醒，登录网站一看，果然已
经完成了立案，案件相关信息也都清
晰地列在页面上，效率非常高，大大
方便了当事人立案。”

通过“网上执行局”，丁师炜律
师可以摆脱时间和地域的局限。打开

“网上执行局”页面，点击“我要立
案”，将立案材料扫描上传，之后只

要等待法院审核确认即可。一旦完成
立案，预留的手机号码就会收到短信
提醒，也省去了查询的时间。

“本来要开车跑到无锡立案，通
过法官的介绍了解到‘网上执行局’
这个平台，真的很方便，节省了很多
时间和人力，真正实现了便捷诉讼，
让当事人少跑腿，这一点，我要为无

锡中院点个赞。”
无锡律师丁冲也表示，作为律师要

面对众多的当事人，一个人手里的案件
数量非常多，以前不同的案子需要跑到
不同法院进行立案，现在无锡中院下辖
的所有基层法院都可以通过网上进行立
案。

“最高人民法院在开展执行信息化
后，新推出了许多措施，非常便捷，为
我们省了很多事儿。”丁冲说，“现在我
们有80%至90%的案件是通过网上进行
立案的，效率明显提升。”

严把遴选“关口”不辱职责使命

拿着手机见法官 点点鼠标就立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