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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审判和执行插上智慧的翅膀
——河北高院全面打造智慧法院侧记

本报记者 丁力辛 本报通讯员 王 轩

早点铺里的执行故事

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人
民法院执行局教导员 张兆鹏

【江苏淮安洪泽区法院】

联合建立家事审判工作机制

本报讯 为推进家事审判方式和
工作机制改革，近日，江苏省淮安市洪
泽区人民法院联合区公安分局、区司
法局、区妇联，出台了《关于建立家事
案件审判工作机制的若干规定》。

该规定共 17条，坚持贯彻全面调
解原则和保护弱势成员利益原则，设
立家事案件立案登记前分流机制，建

立感情冷静期、人身安全保护令、委托
调查令、财产申报、家事案件回访、巡
回审判、联席会议等制度。

同时，该规定还着力推进家事审
判专业化，强化职权审理模式，并对选
聘的家事调解员、家事调查员、心理疏
导员的条件、职能、工作程序等作出详
细规定。 （陈书敬 叶 鸣）

本报讯 今年以来，安徽省安庆
市大观区人民法院积极推行互联网＋
党建，提高将党建工作与审判执行工作
紧密融合能力，在狠抓审判执行工作的
同时，确保“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

为此，该院通过建立微信群、QQ
群等，以互联网＋的形式落实“三会
一课”；通过OA系统及时传达上级精

神，及时更新学习内容，即时分享学习
心得；科学设置党小组，将“三会一课”
与审判执行业务学习相结合；通过微
党课等形式，由老法官讲述党建及办
案经历，做到传帮带；设置电子阅览
室，引进新型触控借阅机，为干警提供
电子学习资料，还可通过手机下载阅
读。 （聂姗姗）

【安徽安庆大观区法院】

党建与审执工作紧密融合

本报讯 “送达事由、送达过程、
法律意见等方面情况写得一清二楚，
这送达说明书还真是方便。”日前，福
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收到来自委托
送达法院的电话反馈，对该院发出的
受托送达说明书赞不绝口。

为进一步缓解法院“送达难”问
题，永安法院成立送达中心，打造一
支专职化、集约化的送达团队，并设

立受托送达说明书制度。该院指定专
人负责受托送达任务，前往公安、房管
等单位调取户籍、房产等信息，查询受
送达人以往涉讼案件送达情况，第一
时间优先安排送达。

据了解，今年以来，该院已发出受
托送达说明书 26 份，平均送达时限
为 5 天，受到各委托法院的一致好
评。 （朱上游 王丹婷）

【福建永安市法院】

受托送达有了“说明书”

近日，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举行党员宣誓仪式，全体党员严肃着装，佩
戴党徽，在党组书记、院长刘文辉的带领下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在“七一”建
党节到来之际，中牟法院举行系列党员活动，时刻提醒新老党员要以共产党员
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履行党员职责。 钟 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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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笛鸣响、警灯闪烁，近日，浙江省
象山县人民法院“零点行动”拉开帷幕，
75名执行干警、11辆执行警用车辆分成
5个小组同时出发，在全县范围内统一
执行围堵“老赖”行动。

19 时 40 分，前往丹西街道金港花
园的执行小组首先传来捷报。被执行
人黄某在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中与申
请执行人周某达成和解协议，却未按期
履行支付义务，执行干警前往黄某所留
的家庭住址找人却经常扑空。这回，执
行法官找到了黄某。

21时20分许，前往石浦的执行小组
敲响了本次执行的第四户被执行人柯某
家门。多次避开执行干警的柯某这次
就在家中，但是却躲在屋内拒绝开门，以
各种理由拒不配合，一会儿说怀疑法院
工作人员身份，一会儿说自己并非柯
某。多次沟通无效，执行干警打算破门
而入时，柯某妻子终于开门，执行干警直
接进入将柯某控制。

次日 0 时 55 分，前往爵溪的执行小组
在附近蹲守半小时后，发现被执行人陈某
家里的灯亮了。敲响陈某的家门，然而屋
内只有陈某父亲，支支吾吾地向执行干警
表示陈某已经数月未曾回家。眼尖的执
行干警在交谈过程中发现了一双女鞋、一
件女士T恤。直接进入房间，摸了下床发
现床单是有温度的，在房间里搜寻了一
圈，最后在衣柜里发现陈某。

据了解，本次“零点行动”共执行 73起
案件，拘传 27人，司法拘留 17人，促成 9人
履行还款义务，共给付执行款 60余万元。

图①：执行指挥中心在远程调度。
图②：拒不配合执行的被执行人被控

制。
图③：法院干警在房内查找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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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信息化实现审判体系和审判
能力现代化，建设智慧法院，是顺应新
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必然选择，是提
升司法公信力的重大举措，是提升人
民群众获得感的有效手段，是深化人
民法院司法改革的重要支撑。

近年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坚
持“三个服务”，全面打造智慧法院，
取得可喜成果。

2016年11月，河北高院在第三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展示了该院自主研
发的“智审1.0系统”及“庭审智能化巡
查系统”的最新成果，得到了与会来宾
的一致好评。

坚持服务于审判执行

促进审判执行能力现代化，是河
北高院开展智慧法院建设的切入点。

2015 年 5 月，河北高院推行了移
动外勤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包括了移
动办公系统和移动办案系统两部分。
移动办公系统包括文件传阅学习、文
件审批流转、案件信息查询、通讯录、
法院动态查询、辅助工具等六大功能；
移动办案系统主要是存储案件产生的
文书、笔录、照片、音视频证据等。外
出执勤人员通过手机 app收集现场资
料，包括录音、照片和音视频等。如果
有文书需要报批，外出执勤人员可以
通过手机 app 提交文书审批流程，审
批后执勤人员可以直接下载打印。移
动外勤服务平台大大方便了在外办案
的人员，提高了办事效率。

2014年12月，执行指挥中心信息

平台在全省法院推行，这个平台是以综合
电子地图、执行远程对讲、执行资料存储、
视频执行指挥相融合的综合业务平台。
当有突发事件发生时，调度员可在地图上
对其实时定位，并查看现场监控图像，与
前方执行现场进行双向实时音视频通话，
从而实现多方位、实时调度。前方执行人
员在执行过程中，录制的音视频资料实时
传送至河北高院指挥中心平台，并作为执
行案件证据保存。执行指挥中心信息平
台的运用大大方便了执行工作。

从 2016年 1月开始，河北法院实行
了刑事案件远程三方庭审，法官在法院、
公诉人在检察院、被告人在看守所通过
政法网进行网络视频开庭或参加庭审，
为刑事庭审安全提供了保障，也提高了
庭审效率。截至目前，全省法院运用远
程三方庭审方式已审理刑事案件148件。

2016 年 7 月，河北高院自主研发了
“智审1.0系统”，该系统具有自动生成电
子卷宗、自动关联当事人相关案件、辅助
法官高效生成裁判文书、智能推送法律
法规自动统计并实时展示同类案件裁判
数据等五大功能。目前，“智审1.0系统”
已在全省 194 个法院应用，能为法官减
少30%的工作量。

坚持服务于审判管理

实现审判管理现代化，促进审判质
量和效率的提高，是河北高院加强智慧
法院建设的重点。

2015 年 6 月，河北高院自主研发了
“庭审智能化巡查系统”，该系统能够自
动检查案件是否采用了数字庭审方式、

是否执行了每庭必录的要求、是否按照
排期时间准时开庭等，而且还能够对庭
审中的不规范行为，如缺席或迟到、早
退、离席、接打手机、着装不规范等行为，
自动截屏、录像、生成巡查日志，实时反
馈给本人和院庭领导，并自动列入法官
业绩档案。全省法院对庭审实况的检查
做到了无时、无刻、无死角。该系统只需
在高院配备 1名管理人员，即可对全省
所有庭审案进行智能化巡查。2016年，
河北高院运用该系统共巡查庭审 69310
余件，发现问题 3280 余件，下发整改通
知2000余份，完成庭审直播55821件。

河北法院面对审判流程的海量数
据，人工监管难以完成的问题，自主研发
了审判风险管理系统，该系统根据案件
审理流程中的易发风险节点，将案件流
程划分为五个阶段25个节点125个风险
点，并且对25个节点实行标准化作业流
程，即每一个监控节点都制定了标准作
业流程。最高院要求每案必查，而河北
全省法院每年收案70多万件，如果运用
传统的方式来检查，是不可能实现的，审
判风险管理系统对一个地市级法院的案
件数据核查一般仅需十分钟即可完成。
今 年 以 来 ，河 北 高 院 共 对 全 省 法 院
605062 件案件进行了检查，发出各项通
报 10 期，上报最高法院的案件数据质
量合格率 99.27%。

坚持服务于人民群众

充分利用信息化系统为人民群众提
供更便捷、更优质的司法服务，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是河北高院开展智慧法院建设
的落脚点。

2014 年 6 月，河北高院月正式开
通了全省一体化的诉讼服务管理平
台，并于 2016年 4月对相关功能进行
了完善。该平台集成了审判流程公
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庭
审直播公开、减刑假释公开五大公开，
提供了网上立案、网上缴费、网上送
达、网上阅卷、网上查询、网上开庭、网
上提交证据、网上咨询、网上申诉、网
上调解等 24 小时的网上诉讼服务功
能，当事人足不出户即可及时与法院
进行沟通与互动。截至目前，该平台
已累计访问 3000 万人次，注册用户
4.3 万，网上立案 4 万余件，案件公开
245万余件，执行公开57万余件，裁判
文书公开117万件，庭审公开16万件。

2014 年 9 月，河北高院创新研发
了便携式数字法庭，该设备有便携式
主机一台、WIFI摄像机三台、摄像机
支架三套、电源适配器一个，既可满足
庭审同步录音录像、光盘刻录等需求，
又可用于外勤执法文书制作、现场勘
查等。《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
(2014—2018 年)》中要求庭审全程同
步录音录像，而且要保证同步录音录
像质量。有了便携式数字法庭，落实
上述要求有了保障。更主要的是，便
携式数字法庭既方便了办案也方便了
百姓，就是在当事人家里也一样使
用。目前，全省有 216 个法庭配备了
数字化法庭设备，开庭审理案件 9150
余件。

本报讯 （记者 姜郑勇 通讯
员 李 嘉）日前，四川省内江市两
级法院顺利完成数据集中存储管理和
异地容灾备份系统建设，进一步提高
了全市法院办公办案系统抵御风险能
力。

2016 年以来，内江市中级人民
法院制定出台信息化建设“十三五”
规划，提出“统一规划、集约建设、
统一实施”的智慧法院建设理念。根
据内江市两级法院对各类数据的不同
要求采取不同的建设方案，同步推进
实施，避免重复建设和投资浪费。同
时，内江中院把数据安全作为基础性

工作，列入优先建设的议程。
建设过程中，内江中院选择南充

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合作伙伴，通过多
次协商，最终促成数据异地存储、容
灾备份系统的跨地域建设。数据存储
和容灾备份系统的建立，切实提高了
法院因人为错误、硬件故障、自然灾
害等突发事件导致系统崩溃的防控能
力，实现了业务系统连续运行、数据
安全可靠、简化管理维护的建设目
标，为审判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
化支撑和保障。同时，这也使该院信
息化建设迈上新的台阶，为推进智慧
法院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内江异地建设数据容灾备份系统

沐浴着清晨那缕阳光，伴随着城
畔渐渐浓郁的绿意，我开始了自己所
喜欢的晨练，既活动一下身体，也让案
件重压的头脑做个放松。自从最高人
民法院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
执行难问题之后，全国法院开始向执
行难全面宣战。身为执行法官，身上
的压力可想而知，每天的晨练成为我
难得的闲暇时光。

锻炼结束，我来到早点铺准备吃

饭。忽然，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我眼
前，互相点头打招呼过后，出于职业习
惯，我的大脑开始搜索：不是同学，不是
朋友，好像是某个当事人。对，他是王
某！他与刘某 2008 年曾因买卖合同纠
纷在法院诉讼，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就
下落不明，导致该案一直未能执行。申
请执行人多次信访，执行人员穷尽执行
措施，但一直未找到此人，无法啃下这一

“硬骨头”案件。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

工夫”，但现在我什么手续都没有，连工
作证都没带，时间离上班还早，一旦此人
用完早餐后离开，执行案件将再度陷入
僵局，申请人的合法利益将难以保护。

必须把他稳住。想到这，我笑着坐到
了王某的对面，“王老板，还认得我吗？”

“认得，认得，你是法院的张庭长吧？”“最
近做什么生意呢？要是有欠账不给的，需
要帮忙，你吱声。”“好的，多谢了，我现在

在山上经营一个牧点，很少下来。”原来如
此，茫茫呼伦贝尔大草原约10万平方千
米，怪不得找不到他的踪影！听他如此
说，我暗自思量，主动说明自己的近况，还
有些诚意，如果给他介绍清楚当前的执行
形势，也许事情会有转机。

我直奔主题。“王老板，你在执行局
有一起未结执行案件，你知道吧？”“……
啊，知道，知道，这几年也没挣到什么钱，
因此没还上。”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王
老板，看新闻了吗？现在全国都在力克
执行难，强化执行措施、加强信用惩戒等
等措施的运用可是史无前例啊。覆盖全
国范围的执行查控系统已经建立，一旦
上了公开曝光被执行人的黑名单，各大
媒体一播放，你这个老板那可没法混
了。”我沉吟一下，看着王某，王某也陷入
了沉思。

我赶紧趁热打铁，一番入情入理的
分析和讲解，终于让王某为之所动，“我

也一直担心这件事，我今天上午就去
法院解决此事吧，咱们留一下电话。”
见此情况，我赶紧与王某交换了电话
号码，并继续实施攻心战术，让王某认
识到拒不执行将带来的法律后果。“王
老板，人最应该讲究诚信，现在这形势
下，没有诚信寸步难行啊。你快去法
院把这个案件解决了。如果困难，可
以和对方商量一下，看能否协商解决
问题。”王某听了连连点头。一上班，
不到二十分钟，王某将执行案款10万
元全部交纳到位，案件执结完毕。

一起几年未结的执行案件，就在
这个早晨执行完毕了。这其中固然有
机缘巧合，但一方面执行法官的细心、
耐心和恒心，另一方面规范、科学执行
工作机制的不断完善，更是案件顺利
执结的关键。

阳光一缕一缕地，从窗口直射进
来，又是一个好天气。

“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为庆祝党的九十六周岁生日，近
日，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党支部举办“坚定理想信念·坚定法
治信仰”读书交流会，干警通过交流参加全员读书活动的体会、心得，铸就对
党忠诚的政治品德、强化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提升公正司法的职业素养，从
而更好地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时满鑫 王俊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