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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安阜人民法庭来到翠屏区
牟坪镇八一村，在村委会院坝设立巡回法庭，公开审理一起义务帮
工受害责任纠纷案。牟坪镇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镇村干
部、村民等50余人旁听了庭审。

据悉，今年9月5日，翠屏区牟坪镇八一村村民谭某在同村邻
居赵某家帮忙时，不幸溺水身亡。因谭某的家属与赵某就赔偿事宜
分歧较大，谭某的家属遂将赵某及其妻儿诉至法院。

为方便双方当事人，安阜法庭法官来到八一村，将法庭搬进
了村委会。法官经过认真调查，查清了案件事实，并当庭作出宣
判。

庭审结束后，法官还召集村组干部和三被告进行判后释疑，开
展以案说法。旁听干部群众纷纷表示，旁听庭审后，学到了法律知
识，受到了深刻教育，希望法庭多来农村普法。

据了解，今年以来，翠屏法院认真贯彻落实“谁执法谁普
法”普法责任制，到辖区居民小区、农村、厂矿等地开展巡回法
庭 45 件次，涉及高空坠物、交通事故、三养、健康权等纠纷案
件，旁听人数达5000余人次，起到了“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
效果。

安阜法庭：巡回办案 以案释法
彭 屏 甯 立 文/图

图①：巡回法庭在
村委会院坝开庭。

图②：原、被告双
方对簿公堂。

图③：法官开展庭
外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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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7年年会举行
张述元出席会议并作专题报告

本报讯 （记者 张晓敏） 11
月17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举办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培训班，对全
市法院处级领导干部进行集中轮训。
天津高院党组书记、院长高憬宏结合
自身学习心得，理论联系实际，为第一
期培训班140余名学员上党课。

高憬宏指出，全市法院要把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把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同把握党的十九大
作出的各项战略部署贯通起来。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求为目标，在全面依法治
国新征程中有新作为。

高憬宏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
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部署，深化司
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
法责任制，全力打造严格公正司法
的“天津名片”。要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司法理念，
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和
美好生活新期待。

天津高院：院长为处级领导干部上党课

认真学习宣传
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

补齐短板 狠抓落实
——甘肃定西两级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潘 静 本报通讯员 吕昕怡 张 博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
道防线，而执行工作是这一道防线上的
最后一环。甘肃省定西市两级法院在攻
坚“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中，紧
紧依靠党委领导，凝聚社会合力，破解
执行难题，补齐执行短板，统一思想，
狠抓落实，开拓创新，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切实增强了“基本解决执行难”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执
行工作的要求和期待，谱写了一曲党
委、政府支持，各界携手并肩共克执行
难的动人篇章。

强力打击拒执犯罪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为完成定西
市“两年内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工作目
标”，敦促“老赖”履行执行义务，维
护法律权威，遏制部分被执行人抗拒执
行、阻碍执行甚至暴力抗法等不良现象
的发生，确保执行工作顺利开展，定西
两级法院党组在打击拒执犯罪时，坚持
公诉、自诉程序并重，运用刑罚强力打
击拒执“老赖”。对有能力履行而拒不
执行的失信被执行人，一律采取强制措

施；对应当拘留但无法找到的失信被执
行人，一律移送公安机关进行临控；对
采取强制措施后仍抗拒执行的，一律按
照打击拒执犯罪进行移送公安、检察机
关提起公诉或引导当事人提起自诉。为
有效解决打击拒执犯罪中存在的问题，
定西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市公安局、市检
察院共同成立了打击拒执犯罪领导小
组，出台了《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等涉执行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
纪要》及《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类
刑事案件办理机制的办法 （试行）》，
坚决打击拒执犯罪，坚持公诉和自诉并
重，实现了自诉追究刑事责任的重大突

破。
通过调查了解，通渭县人民法院在

执行景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
人景某有能力但拒不履行法院的生效判
决，为此按照工作机制移送公安机关立
案侦查，在侦查期间景某虽履行了义
务，法院仍以景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判处其拘役二个月。该案打破了
以往只要被执行人在侦查期间主动履行
义务即判处缓刑的惯例，彰显了法院打
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违法犯罪行为
的决心。该案的庭审过程通过庭审直播
系统向全社会进行了同步直播，并邀请
了电视台全程进行报道，真正实现公开

透明，宣传效果明显，向所有心存侥幸，
企图规避、抗拒执行的“老赖”们敲响了
警钟。

强力推进网络司法拍卖

买受人王某参加了淘宝网的司法拍
卖,并以2.6万余元拍得法院处置的捷达
轿车一辆。法院很快向王某移交了拍卖
车辆。但在办理车辆登记时车管所以没
有二手车交易发票为由拒绝办理过户登
记手续。执行干警多次协调未果，经定
西中院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汇报
后，省高院与省交警总队协调，最终顺
利为王某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

2016年5月，临洮县人民法院率先
在全省开通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并向社
会发出第一份网络司法拍卖公告，这是
定西市法院系统淘宝司法拍卖“第一
拍”，也是全省第三家实现司法网络拍
卖的法院。随着拍卖的落槌及标的物的
交付，标志着定西两级法院正式向“互联
网+”时代迈进。为确保司法网络拍卖
工作的顺利开展，定西两级法院不断创
新工作方法，由专人负责网拍工作，要求
具体执行干警查明拍卖财产的现状、权
利负担等并制作详细的文字介绍，在网
络公布司法拍卖公告的同时，在当地报
纸、不动产标的物所在地张贴拍卖公告，
扩大宣传范围，并且定期对网络司法拍
卖工作进行公示。截至2017年9月，全
市法院共发布网拍标的物56次，拍卖价
值 1.72 亿元，成交转化率 76.19%，溢价
率20.47%。 ⇨⇨下转第二版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图为群众观看法院发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李亚军 摄

本报讯 （记者 唐亚南） 11月
18 日，由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主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2017 年年会”在福建厦门开幕。最
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述元
出席会议，并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为
题作专题报告。

与会人员围绕“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研究”“以审判为中心的证据体系
构建问题研究”“刑事司法协助问题
研究”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研讨。

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单
位的代表，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
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等高校有关部
门的代表260余人出席会议。

又讯 11 月 18 日下午，张述元
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考
察诉讼与公证协同创新中心，并就
福建省以下法院财物统管改革推进
情况进行调研。福建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马新岚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陪同。

本报讯 11 月 17 日，GMIC+
2017 全球移动互联网青岛峰会暨中
国传媒融合发展年会顺利闭幕，这是
国内首次互联网+传媒跨界融合盛
会，全面展示全球范围内互联网与传
媒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最高人民法
院官方微博微信荣获“政务新媒体平
台示范奖”。

据了解，本次大会由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等指导，中国报业协会等
主办，旨在全面展示全球范围内互联
网与传媒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深入
探讨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传媒业实现
新旧动能转换的战略路径和解决方
案，推动媒体融合尽快从相“加”阶
段迈向相“融”阶段。 （赵炜烽）

最高法院官博官微荣获“政务新媒体平台示范奖”

11月16日上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邀请西安市委办公厅、市人
大、市政协、市委宣传部等多家单位共500余名党员干部旁听一起受贿案的庭
审。此次旁听庭审活动是为了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党风廉政教育，让党
员干部从被告人的陈述、忏悔中零距离接受警示教育。

本报记者 贺雪丽 本报通讯员 陈 莉 摄

本报讯 11 月 15 日，湖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举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宣讲会，邀请十九大代表、省委
宣讲团成员、湖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李民宣讲十九大精神。湖南高院党组
书记、院长康为民主持宣讲会并对学
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省高院重点工作
进行部署。

李民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主题，从党的十九大的鲜
明主题和主要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过去五年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

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变
化、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八
个方面，结合自身学习体会和湖南实
际进行了详细、深刻的解读。

康为民要求，要深刻领会党的十
九大精神，坚决维护核心、绝对忠
诚、听党指挥、勇于担当，扎实做好
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切实把党中央
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全省各级人民
法院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刘 沁）

湖南高院：邀请党代表宣讲十九大精神

青海高院：出台意见掀起学习报告热潮
本报讯 近日，青海省高级人民

法院党组就全省法院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制定《中共青海省高级
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要求在全省法院迅
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热潮。

《意见》要求，全省各级法院要
按照党中央、最高人民法院和省委的
部署，认真做好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宣
传教育、学习培训、贯彻落实工作。

各中级法院要通过党组中心组学习、
专题报告会、集中宣讲辅导、专题培
训等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切实抓好
学习培训工作。各基层党组织要结合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
普遍组织开展一次主题党日活动，党
组织书记带头作党的十九大精神党课
报告。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撰写调研
报告或学习心得体会，积极开展学习
交流活动。

（李 卫 詹国彬）

2017年国家司法考试成绩将于11月21日公布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记者

19 日从司法部获悉，2017 年国家司
法考试成绩将于11月21日公布，全
国合格分数线为360分。

根据国家司法考试放宽政策规
定，今年放宽地方合格分数线分为四
档，其中：西藏自治区合格分数线为
280分；内蒙古、广西、宁夏、新疆4个
自治区，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
5 个省的自治州、自治县合格分数线
为305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
海5个省所辖县(市、区)合格分数线为
310分；除上述10省(区)外，全国放宽
报名学历条件地方合格分数线为315
分。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试卷参加
考试的，单独确定合格分数标准。

应试人员可自 11 月 21 日上午 8

时，通过司法部网站 （http://www.
moj.gov.cn）、 中 国 普 法 网 （http://
www.legalinfo.gov.cn）、司法部微信
公众号和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查询本
人成绩；登录司法部网站自行下载打
印成绩通知单。

考试成绩合格人员应在规定时间
办理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事宜。应
试人员对考试成绩有异议的，可自考
试成绩公布之日起 15 日内，向报名
地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分数核查的书面
申请。香港、澳门考区应试人员对考
试成绩有异议的，可向考试承办机构
提出分数核查的书面申请。居住在台
湾地区的应试人员对考试成绩有异议
的，可在台北市办理分数核查书面申
请转递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