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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基层法行基层””好新闻竞赛好新闻竞赛

“三段式”管理让审执提质增效
——山东临沂兰山区法院推进司法改革工作侧记

郭安丽

本报讯 记者从河南省信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获悉，为完成“用
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
题”的任务，近日，信阳 21 家党
政机关联合签署文件，就破解法
院生效判决裁定执行难问题建立
联动机制，维护诉讼群众胜诉权
益。

在这份由信阳市委政法委、纪
委、组织部、宣传部、综治办、法
院、检察院、发改委、公安局、监察
局、民政局、司法局、城乡规划局、
国土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
管中心、国税局、地税局、工商局和
银监会信阳分局、人行信阳支行等
21 家党政机关联合签署的 《关于建
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
见》中，就建立和完善联动机制协作

机构、机制，明确各自职责任务，建
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等进行了详尽细
化和分工，形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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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行
联动格局，建立健全了执行联动长效
机制。

据信阳中院介绍，2016 年全院
共受理执行案件 3 万余件，执结近
1.4 万件，实际执行到位金额 13 亿
元，考核居全省前列。在 2017 年的

“春雷行动”和“夏季雷霆”行动
中，已执结案件 3200 余件，到位金
额 1.3亿余元，拘留 1500余人，移送
拒执犯罪案件 300余件。截至今年 8
月，全市法院共执结案件 8357 件，
拘留2717人，判处拒执罪1215人。

（陈思思）

面对数量不断激增的案件，一年
前的 2016年 7月，山东省临沂市兰山
区人民法院全面推行案件繁简分流工
作，组建审判执行团队，取得显著效
果。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全院收案
20622件，同比增长 8.89%；结案 15491
件，同比增长 15.93%，审判质效持续
稳步提升。今年 6 月，兰山区法院被
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法院案件繁
简分流机制改革示范法院”称号。

2017年7月，兰山区法院全面重
塑组织架构，以“诉讼服务中心实体
化、审判执行主业团队化、案件管理
精细化”为轴心打造“三段式”管理
格局，将司法改革再次向纵深推进。

构建大速裁格局 简案
审理“快进快出”

在立案登记制的大背景下，大量
案件涌入法院。“2016年，兰山区法
院收案3万余件，而全院员额法官只
有 60 人，这么多的案件促使我们必
须进一步推进改革。而改革的第一步
就是构建大速裁格局，重组民事速裁
团队。”兰山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主
任张朝霞说道。

兰山区法院构建大速裁格局，抽
调业务能力强、经验丰富、善做群众
思想工作的5名审判员组成民事速裁
团队。据民事速裁团队负责人张晓宁
介绍，目前民事速裁团队以“1+1”
模式分为五个小组，侧重于小额诉讼
类案件、诉调对接案件、督促程序案
件三种类型，原则上全面过滤简易纠
纷案件，力争让院机关50%以上的民

商事案件真正实现简易案件“快进快
出”。

“我手里每天有审结的案件，也有
很多新收案件。可以速裁的案子，经
询问当事人同意后，可即时开庭，当
庭调解，调解不成可当庭宣判，并当
庭送达文书，实现一站式服务，最快
一个工作日即可解决当事人诉讼纷
争。”张晓宁说。

兰山区法院民事速裁团队积极探
讨案件拣选机制和流出机制，对案件
拣选时间、方式、范围、数量、回流
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等均进行充分讨
论，形成初步案件拣选方案和原则，
并及时通过诉讼服务中心分管领导与
立案团队沟通，确保案件拣选和流出
工作稳妥推进。

据统计，7 月 19 日至 8 月 25 日，
兰山区法院民事速裁团队新收案件
898件，结案428件。

组建专业审判团队 繁
案精审细审

“执法公正，为民解忧。”8月28
日一大早，兰山区法院审判大厅门前
的栅栏上挂了一面锦旗。还未到上班
时间，66岁的朱大爷一大早专门赶到
兰山区法院向法官刘洪展表达感激之
情。

朱大爷此前在安徽打工，以卖猪
肉为生，与被告芜湖某公司，以及该公
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发生买卖合同纠
纷。被告自 2015年 1月 3日购买了朱
大爷的猪肉。2015年 9月 15日，朱大
爷找被告进行结算，被告张某出具了

306106元的欠条一张。此后，朱大爷多
次催要欠款未果，遂起诉到兰山区法院。

兰山区法院商事综合审判团队主审
法官刘洪展在审理此案过程中发现，朱
大爷手中的欠条存在明显人为漏洞，被
告存在欺诈嫌疑。经了解，原来朱大爷
不识字，对如何打欠条等事项也是一概
不知。基于这种情况以及被告远在安
徽，刘洪展认真研判案情，认为调解是最
好的处理方式，经过多次耐心细致的做
当事人工作，最终促使双方达成和解。

这起案件是刘洪展自今年7月兰山区
法院全面实行团队化运作以来审结的55
个商事案件之一，而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
随机分案给他的商事案件则有71件。

据介绍，今年 7 月，兰山区法院
全面实行团队化运作，取消审判庭建
制，突出法官主体地位，构建以审判
团队为办案主体和管理单元的组织架
构。该架构以扁平化管理和专业化建
设相结合为指导思想，整合建立了 6
个刑事团队、29 个民事团队、8 个商
事团队、2个行政团队。这样，审判团
队由改革前的 36个增加至 45个，团队
由经验丰富的员额法官带领辅助人员
审理周期相对较长、案情复杂的案
件，审慎裁决，降低案件上诉率，提
高服判息诉率。

统计数据显示，7月 20日至 8月 28
日，审判团队合计新收案件 3000 件，
结案2643件。

创设案件监督管理中心
案件管理精细化

今年7月，兰山区法院设立案件监

督管理中心，主要解决审判执行团队建
设后的权力监管、案件质量监督及法官
绩效评估问题，保证同案同判；同时全
面整合承担原审监庭、审管办、相关部
门及院庭长在审判监督、审判管理方面
的职能，开展精准化、系统化、科学化
的审判管理。

“案件监督管理中心的首要职责是
监督案件质量，管控审判绩效，从程
序、实体、卷宗、裁判文书等方面全
面评查案件，发掘有争议的、典型
的、有教育意义的共性问题，通过定
期通报、友情提示、法官会议提报、
定向讲评等形式为法官提供办案参考
和指导，统一裁判尺度，保证同案同
判。”负责案件管理中心工作的云卫军
介绍说。

据了解，兰山区法院案件监督管理
中心设置 4 个“1+1+1”模式法官团
队，8名主要成员均是从刑事审判、民
事审判、行政审判、审判监督、审判管
理、执行、基层法庭抽调的业务骨干。
他们分工负责审理发回重审、再审案
件，审查复查上级法院委托信访评估案
件，回复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评析上
诉改判案件并出具报告。

同时，案件监督管理中心还严格流
程节点管控，落实“日跟踪、周调度、
月通报、季评析”，通过数字化、可视
化的方式加强审判监督管理，变个案化
监督为精细化的目标引导，激发工作活
力，优化资源配置。

据统计，7月20日至8月28日，案
件监督管理中心共评查案卷 700 余宗，
出具报告十余份，查找分析问题 20 余
项。

本报讯 为解决驻滇部队全面
停止有偿服务工作中出现的劳动人
事纠纷，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昆
明军事法院召开驻滇部队全面停止
有偿服务劳动人事争议司法保障座
谈会。云南省军区、空军昆明基
地、昆明总医院等驻滇部队代表与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昆
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及相关基层人民
法院、省区两级相关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等十余家单位的领导和专
家，共 40余人参加了座谈。

随着驻滇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
务工作不断深入，劳动人事争议问
题大量出现。特别是部队招待所、
医院等单位解聘社会聘用人员引发

的劳动合同、保险等劳动人事争议
涉及面广、历时时间长、矛盾纠葛
深、处理难度大。

座谈中，驻滇部队代表介绍了
“全面停偿”工作中劳动人事争议的
现状和存在的困难矛盾。相关仲裁
员、军地法官和主管领导围绕如何
妥善处理“全面停偿”工作中的劳
动人事争议这一议题，从法律适
用、政策把握、协作机制等方面进
行深入分析交流、解答法律疑惑、
研讨解决措施，强化快立快审快结
快执机制，为妥善处理“全面停
偿”工作中的劳动人事争议提供了
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

（张 然）

近日，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开展涉民生执行案款集中发放活动，为92
起案件的当事人发放案款430余万元，案件涉及劳动争议、抚养费纠纷等。图
为发放现场。 董学敏 摄

职责明确 信息共享

信阳21家党政机关联手治“老赖”

司法保障驻滇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

昆明军法交流涉军劳动人事案审理
“阿姨，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

想继续跟着姨妈，而且我不想和优优
（小狗）分开。”丹丹稚气的脸上显露
出与她年龄不相符的成熟。

这是一起因抚养权争议诉至江苏
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庭
的案件。由于家庭条件极度困难，
刚出生的丹丹就被爸爸谢某寄养在
其姨妈刘某家，刘某对丹丹视如己
出。然而，2017 年 3 月，谢某突然
提出想要回孩子，因沟通不当导致
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刘某遂要求谢
某支付抚养费 7 万元，否则孩子不
能带走。对于家庭经济并无明显好
转的谢某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天文

数字。无奈之下，谢某一纸诉状将
刘某告上法庭，要求要回丹丹的抚
养权，与此同时，刘某也将谢某告
上法庭索要抚养费，原本相亲相
敬、相互扶持的两家人，此时成了
对簿公堂的对立双方。

为了使这个案件得到圆满解决，
在全面评估案件性质后，铜山区法院
的心理咨询师采用以心理画治疗为主
的咨询方式，促使小丹丹表达心声。
绘画心理分析一般无需通过言语表达
就能将自己内在的想法、观念或问题
投射在图画中，适合不愿说话、智力
发展迟缓或年龄较小的来访者。

在历经热身和深入两个阶段后，

心理咨询师发现丹丹内心存在着非常
深刻的矛盾冲突、不自信、退缩、敏
感以及未释放的压力。当治疗到了

“整合——解决问题”阶段，心理咨
询师就丹丹画中表达的情绪问题与之
交流时，出现了文初的那番话，这或
许正是压抑在丹丹内心深处最难开口
的一段话。通过与丹丹的深入交流，
心理咨询师感到这次抚养权纠纷已经
对丹丹幼小的心灵产生了负面影响和
心理创伤，并将部分情况告知了谢某
和刘某，两家人均内疚不已。在后续
调解过程中，双方各有退让，最终达
成调解协议，丹丹的脸上又露出了久
违的笑容。

这是该院作为江苏省家事审判方式
改革试点法院以来，经历的又一件温馨
案例。按照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
革的要求，铜山区法院配备了具有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并专职从事心理测
试、心理辅导的司法辅助人员，通过心
理矫正和情感治愈，针对不同群体综合
运用沙盘游戏治疗、心理画治疗、理性
情绪疗法、焦点短程疗法、认知行为疗
法等，实现了问题家庭及其成员之间关
系的修复和弥合，助力了家事案件的审
理。该院不仅设置了专门的心理咨询工
作场所，配备了科学的心理测评软件、
沙盘治疗等辅助治疗工具，还率先发布
了 《少年家事案件心理疏导工作规则》
等一系列文件，并联合司法局、教育局
及当地高校等，组织挑选有心理咨询师
资格的人员组成了专家团队，建立了心
理疏导师人才库及名册。

自2016年5月试点工作至今，该院利
用心理疏导的专业优势已成功累计接待
家事案件当事人心理咨询并进行辅导干
预134人次，协助化解疑难案件33件。

心理画治疗解开孩子心结
——江苏徐州铜山区法院家事心理疏导工作侧记

徐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