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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全新金融司法审判标杆
——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金融街法庭工作纪实

李艳红 刘白露

““法行基层法行基层””好新闻竞赛好新闻竞赛

近日，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生态庭法官来到濯田镇连湖村吉安桥上游
河边，对一起非法采沙石案件现场进行庭前实地勘验，针对存疑但可能影响
定罪量刑的情节重点调查。图为勘验现场。 梅贤明 项永锋 巫华栋 摄

全程网上办理 方便快捷公开

合肥中院减刑假释办案平台获软件著作权

北京金融街有“一行三会”和
近 2000 家国内外大型金融机构及国
企总部汇聚于此，资产规模占全国
金融机构资产规模的 40%，是全国
一平方公里高端产业最聚集、创造
价值最大的区域。

2017 年 9 月 26 日，首次入驻金
融街并举行揭牌仪式的北京市西城
区人民法院金融街人民法庭坐落在
首都金融主中心区，该法庭集辖区
内涉金融类民商事、刑事、行政案
件审理和执行工作于一体，此番入
驻将在职能定位和工作机制方面重
塑升级，以“大金融审判”为框
架，以专业化审判改革为抓手，切
实为保障金融安全、促进金融业健
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金融审判要与金融创新赛跑

“除了比较常见的金融类案件，
大量新类型案件在不断挑战法官的
司法能力。”金融街法庭庭长刘建勋
总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还有一些
案件，看起来不起眼，但其中往往
与国家金融监管、金融决策直接相
关。

安徽股民陈先生起诉一家上市
公司，认为自己受公司误导购买股
票而产生损失，以证券欺诈为由要
求赔偿。2016 年，被告公司募集一
笔 30 亿元的永续债，募集成功后，
将 30 亿元计入公司权益，并在季报
中公开。陈先生赶紧买入股票，却
没有等来涨停。他反复研究公司季
报和会计报告，查询了专业书籍，
认为被告公司构成欺诈。

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永续债是

一种成熟的金融产品，2013 年开始进
入中国市场。对于永续债在会计账目
里应该列为权益还是负债，我国并没
有明确的依据，实际操作中也不统
一。主审法官佟颖马上意识到，这不
是一个简单的案件，如果规则不明
确，有可能产生大量同类纠纷。经过
合议，佟颖立刻深入各个相关部门调
研建言。

“在我们审理的案件中，有把茶叶
包装成金融衍生品来炒的，有大量
P2P 的，还有一些涉及独立保函、通
道业务的案件。金融创新非常快，当
风险控制能力不能同步匹配时，就会
以诉讼形式来到法院。”青年法官高亢
深有体会。刘建勋作为全国优秀法
官、北京市审判业务专家，带领全庭
同志挤时间学经济学、金融学等领域
专业知识，随时准备接受新类型案件
带来的挑战。

探索“大金融”审判格局

在金融街法庭，有两间特别的办
公室，院里组建了涉金融刑事和行政
审判专业团队，在这里开展就地审
理，同时也方便各领域涉金融诉讼进
行程序衔接和数据整合。2015 年 1 月
至今，西城区法院审理涉金融刑事案
件 277件，涉案金额 61亿元。

在涉金融行政诉讼领域，立案登
记制实施以来，以“一行三会”等为
被告的涉金融行政案件迅速增长。作
为北京市唯一审理涉金融行政案件的
基层法院，西城区法院共审理此类案
件 209 件。“近几年，这类案件数量在
以 20%的年增速上升，我们正在和证
监会沟通，准备就证券期货行政处罚

的非诉执行案件审查建立绿色通道。”
参加工作满八年的法官冒智桥已经从
大量涉金融行政案件的历练中成长为
一名专家型法官。

执 行 领 域 也 同 样 如 此 。 8 月 30
日，西城区法院启动涉金融集中执行
专项行动，对分布在全国 13 个省市的
41 件涉证监会行政处罚案件开展集中
执行，促进行政处罚在整治金融乱象
过程中实际落地。

“金融街法庭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法
庭，它在发挥审判职能、进行风险预
警、参与决策制定等多个方面承担着
独特的使命。”西城区法院院长蔡慧永
为金融街法庭明确定位。

擅于试水的改革先锋

2014 年 8 月，按照西城区法院专
业化建设和司法改革工作安排，金融
街法庭成为试点庭室。全庭干警平均
年龄 31 岁，拥有名校硕士以上学历的
法官占比超过 50%。

2014 年底，金融街法庭开始探索
审判团队组建。结合人案实际，最
初，庭里组建 7 个审判团队平均收
案。刘建勋在工作过程中发现，大量
案情并不复杂的银行卡案件可以通过
集约办理提高效率，于是，又组建了
两个速裁团队负责简案快审。

在组建团队的过程中，庭里不仅
充分考虑团队成员在能力、年龄和职
级上的合理分配，甚至细致到每个人
的籍贯、性格和家庭情况。经过一段
时间磨合，每个审判团队都像各部位
零件丝丝入扣的机器，运转稳妥流
畅。

金融街法庭最让同行们佩服的，

是率先拿出了一套模块化审判工作
标准。对送达、证据交换、庭前会
议等 17 个工作单元，全庭统一标
准，仅起诉书送达制度规定就有 1.5
万字。对于类型化案件的事实认定
和法律适用，结合具体案由，总结
争议焦点，抽取核心要素，统一裁
判思路，最大限度避免同案不同
判。2016 年，庭里每个团队年均结
案 1500 件以上，全庭发改率仅为
0.06%，全市法院最低。

走在时代前沿

智慧贡献效率。对于大量跨区
域的金融纠纷案件，在金融街法庭
可以轻松实现六方远程视频庭审。
庭审笔录由语音自动转换文字，录
像资料可以进行电子归档，当事人
通过扫描二维码签字确认笔录，办
案也要高科技。在法庭专门设立的
网络执行办公室，可以“就近”直
接到相应银行办理扣划。同时，还
与一墙之隔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
司建立“新三板”查询冻结渠道，
并接受最高人民法院执行事务委托
平台的委托业务办理。

责任成就品牌。与金融街法庭
同楼办公的，还有中国政法大学资
本金融研究院和新华社中国经济信
息社。两大重量级机构在这里挂
牌，将为金融街法庭注入更专业的
力量，研判分析金融审判司法大数
据，及时发布金融法律风险预警信
息，真正将这里打造成集金融审判
实务平台、金融司法研究平台、金
融法律风险信息发布平台于一体的
全新司法审判标杆。

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
员 张 敏）近日，安徽省合肥市中
级人民法院与南京通达海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合肥市中级人
民法院减刑假释办案平台”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申请通过中国版权保护中
心审核，被认定为原始取得并予以登
记，正式获得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该办案平台具有网上办案、数
据统计分析、大数据应用等多项功
能，从监狱报请、立案、分案、审
理、合议、签发、盖章、送达到裁
判文书上网、纸质卷宗归档各个环
节，均实现全流程网上无纸化办
理、节点留痕、信息共享，达到

“部门全覆盖、业务全覆盖、功能全
覆盖”的总体目标，彻底终结了以
往监狱民警“肩扛手抬”往法院送
卷宗的历史，大大提高了办案质

效，规范了司法行为，确保减刑假
释案件透明公正。

据了解，合肥中院承担辖区内
11 所监狱报请的减刑、假释案件，
年办案件超万件，占安徽省减刑、
假释案件的60%以上，审判任务十分
艰巨。作为全国首批开展减刑假释
信息化建设试点法院，合肥中院于
2014年3月率先在全国探索开发减刑
假释办案平台并上线试运行。经过
多次试验和磨合，2015年4月成功建
成全自动化的网上办案平台，并与
辖区所有监狱全部实现系统联网对
接。当年合肥中院刑三庭人均结案
数由原来的 1634 件提升至 2648 件，
同比增长 62%，法官最高办案数达
3240件。今年4月，在合肥召开的全
国法院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建
设推进会上，合肥中院减刑假释办
案平台建设经验作了演示交流。

本报讯 村级产业发展互
助社是甘肃省永靖县贯彻国家
精 准 扶 贫 政 策 的 重 要 创 新 措
施，也是贫困农民增收致富的

“造血”机制。永靖县人民法院
将强制执行互助社借款案件作
为全力支持精准扶贫一号工程
的重要抓手。

近日，永靖县法院调集警车
4 辆、司法警察及执行人员 20
名，分3个执行小组，深入永靖
县徐顶乡中林村、久长沟村、徐
家沟村、国庆村等地，对10户未
还互助金的借款人进行强制执
行。

这 10名“老赖”，有的已承
揽 了 小 工 程 ， 有 的 拥 有 小 轿

车，有的在经营茶园生意。执行
过程中，司法警察对被执行人采
取搜查、扣押等强制措施，对 3
名规避执行的被执行人采取了拘
传措施，对一辆机动车予以扣押。

当天，5名被执行人还清了互
助社借款，1 户部分偿还了借款，
3户书面保证近期还清借款。此次
行动共收回互助金 10.5 万元、借
款占用费 1.7 万元。3 名被拘传失
信被执行人还清了互助金本金及
占用费，书写失信悔过书后被解
除了拘传措施。 （陈臻胜）

图为一被执行人被采取拘传措
施。

陈臻胜 摄

永靖：司法保障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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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传帮带”传承法治精神

如今，刘黎已是奥运村法庭庭
长，做好“传帮带”，是她的重要工
作。

为了提高法官的能力和素养，作
为党支部书记，她建立了“法官+”
工作机制，通过党性教育、能力培养
和便民服务等活动载体，找准个人成
长与法庭发展的结合点，将党支部建
设成干警的精神家园、人才的培养基
地、司法改革的试验田和为民服务的
窗口。

在她的带领下，奥运村法庭先后
获得全国巾帼文明岗、全国“五一”
巾帼标兵岗、首都文明单位等多项荣
誉，涌现出北京法院先进法官等一批
优秀审判人才。

这些年，一直扎根基层一线，刘
黎最关注的莫过于司法改革的推进历
程以及带来的成效变化。“法官岗位
回归一线，法官职能回归审判。这是
司法改革带来的最根本的变化。”刘
黎说，她所在的朝阳法院，一线办案
人员比例由 65%提升到了 72%，仅

2016年，全院院、庭长即结案26956
件，占到了全院结案数的27%。

“与此同时，审判辅助力量显著
增强，新型审判团队全面组建，事
务性工作进一步剥离，法官的中心
地位日益凸显。北京法官职务套改
后的工资已经得到落实，法官的职
业保障更加有力，职业安全不断提
升”。提起这些，刘黎总是有掩饰不
住的兴奋。

通 过 推 进 多 元 化 纠 纷 解 决 机
制，今年前三个季度，朝阳法院成
功化解纠纷 7400 余件，一起金额高
达 4920 万元的案件也在诉前成功调
解；通过组建民事、商事速裁庭，
案件繁简分流机制不断深入推进，
今年前三个季度，两个速裁庭以
10%的法官数量完成了35%的民商事
审判任务。

“对公平正义的信念与追求、对
法治精神的理解与掌握、对法学理论
的学习和思考，使得以刘黎为代表的
青年法官群体勇于担当，敢于直面困
难与挑战。作为法治建设的中流砥
柱，他们正在为推动国家的法治进步
发挥积极作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
法院院长靳学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