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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5

迈进法治新时代 谱写文明新篇章
——福建高院创建全国文明单位纪实

本报记者 詹旋江

““法行基层法行基层””好新闻竞赛好新闻竞赛

永不谢幕的芳华

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法院
谢祖和

“钱已通过银行汇款，请通知对
方核对是否到账……”

临近年底，大家都在为年度工作
收官而忙碌着。一则微信留言，却突
然出现在手机里，随之而来的还有两
张银行汇款单的照片。

这是一起交通肇事案件被告人
发来的。根据该案的附带民事调解

协议，这是被告人应当分期给付的第一
笔赔偿款。

被告人家在外地，案发前不久才到
本地从事药品推销业务。案发在傍晚
时分，当时被告人从某乡镇做完业务推
销后，无证驾驶无牌的两轮摩托车返
城，途中撞倒了正在公路边行走的被害
人，并致被害人死亡。案发后，被告人
自首。

本案的案情较为清晰，能否解决好
赔偿问题，就成为该案办理的关键。被
害人家属提出了50万余元的赔偿要求，
而涉案车辆没有任何保险，被告人自身
又不具备相应的赔偿能力。我尝试着与
被告人家属联系，他们也表示能力有限，
更担心即使赔了钱，人还是要坐牢。

类似案件，只要充分做了调解工作，
即使没有达到预期结果，当事人在多数
情况下，对法院工作也会表示理解。一
判了之也许可以免得再“浪费”时间，但

每当想到被害人家属的悲伤表情时，我
就会感同身受，毕竟一条命没了，索要赔
偿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案件庭审结束后，我又单独提审
了被告人，了解他的想法。他表示理
解被害人家属提出的赔偿主张，但的
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案发后一
直被羁押，如果赔偿数额能少一些，先
由其家属代为赔偿一部分，剩余部分
也要等到其恢复自由后，再去想办法
赚钱分期给付。

考虑到案件的实际情况，我又分别多
次联系双方家属，从法理、人情、现实等角
度，为双方家属梳理案情，分析本案可能存
在的多种结果，力图为双方找到最佳的解
决方式，争取实现案结事了。一来二去，我
充当起了双方家属“传话人”的角色。

直到2017年4月中旬，该案在延长
了一次审限后又即将期限届满之际，双
方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赔偿数额确定

为30万元，其中7万元采取分期付款
方式，由被告人在两年内分三次付清，
并由被告人的哥哥承担连带担保责
任，被害人家属则出具谅解书。合议
庭综合考虑本案案情，并参照既往类
似案件的判决结果，一致决定对被告
人宣告适用缓刑。

宣判之际，我除了向被告人送达
判决书外，还附带了一席“忠告”，希望
被告人能够遵纪守法，在接受社区矫
正的同时，按照约定的时间节点，自觉
履行调解协议中确定的给付义务。

转眼已是大半年，被告人如期履
约，给付了第一笔赔偿款……

随着司改的进程，没有入额的我
在办结该案后不久，就离开了办案部
门。虽然不在办案一线，但是在法院
这个集体里，自己仍在努力追求和实
践公正司法的大舞台上，挥洒着永不
谢幕的芳华。

本报讯 日前，黑龙江省鹤岗市
工农区人民法院利用令人瞩目的于欢
辱母杀人案等相关案例材料，对第一
批入额的18名法官进行培训，收效显
著。

于欢辱母杀人案二审判决结果在
网络发表后，该院把 19 名教授对于
欢辱母杀人案的辨析、一审判决书、
二审判决书及时发布到本院建立的微

信工作群内，并打印若干份，下发到
入额法官的手中，要求法官认真学
习，并特别强调在学习中重点找出该
案一、二审判决结果所适用法律依据
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确保在今后的工
作中能够活学活用。同时，要求法官
围绕“假如我是庭审法官、辩护人和
公诉人”进行深入思考。

（张 抗 韩 冰）

【湖南郴州中院】

举办朗诵比赛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入贯彻学习

党的十九大精神，近日，以“不忘初
心跟党走，牢记使命铸法魂”为主题
的朗诵比赛在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举办，郴州全市法院共300余人
参赛、观赛。

16支参赛队伍精心准备，选手们
或慷慨激昂，或婉转深情，或娓娓道

来，声情并茂地表达着他们对党和祖
国的忠诚，对人民群众的热爱，对法律
事业的坚守。所有的参赛作品都是干
警们结合自身工作和生活原创，在舞
台上呈现了郴州市两级法院干警司法
为民、公正司法的担当精神和真挚情
怀。

（曹 颖）

【黑龙江鹤岗工农区法院】

结合热点案例培训员额法官

2017 年 11 月 18 日，第五届全国
文明单位名单正式公布，福建省高级
人民法院榜上有名。

同心掬得满庭芳，文明花开春满
园。近年来，福建高院牢牢把握“抓党
建、带队伍、促审判、树形象、创一流”
总体工作思路，坚持以党建引领带动
文明创建，取得明显成效。先后获得
省级文明单位、全省平安单位、全国模
范职工之家等荣誉称号，全省法院系
统先后两度被评为全省创建文明行业
工作先进行业，7 个法院获评全国文
明单位，50 个法院获评省级文明单
位，4 个设区市法院系统获评省级文
明行业。创新形成了 25 个全省法院
司法品牌和110个全省法院司法品牌
项目。

“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
实，强化问题导向，强化改革创新，强
化两抓两促，不断开创全省法院精神
文明建设新局面。”福建高院党组书
记、院长马新岚如是说。

坚持以法为基 彰显司法文明
“我宣布,全省法院执行大会战集

中统一行动现在开始。”2017年9月13
日上午，在福建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福
建高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林玫瑰一声
令下，全省法院执行干警按照行动方
案兵分多路，直奔执行现场。

当日，在福建高院组织全省法院
开展集中执行统一行动中，全省法院
对8件案件进行强制清场、腾房；为5
件执行案件的106位申请执行人发放
执行款、司法救助金83万元；对6件案

件13名被执行人采取司法拘留、强制
拘传措施；查封和查扣一批房产、厂房
机器设备和涉案车辆；对 5 名涉嫌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被执行人进行
公开审判。

以什么样的方式让人民群众感受
到公平正义，折射司法文明程度？司法
文明根基在于司法公正高效权威，福建
高院始终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法院精
神文明创建的基石，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从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入手彰显文
明。念斌案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和《2014 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
展》白皮书，陈夏影案入选全国“2015
年度推进法治进程十大案例”，取得良
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入手彰显文
明。福建法院全面完成首次法官入额
遴选工作，遴选员额法官 3831 名，采
取“1+N”“1+1+1”“3+N+N”等多种
模式，组建新型办案团队1433个。大
力推动落实按员额法官数量1:1配置
聘用制书记员的政策，真正做到“让审
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从决战决胜执行难题入手彰显文
明。2017年，福建全省法院共受理执
行案件36.25万件，执结30.51万件，同
比分别上升15.67%和32.96%，执行到
位标的总额258.12亿元；截至2017年
12月31日，清理执行积案50.78万件，
清理发放执行案款64.4亿元。推动形
成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大格局，加快
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
惩戒机制建设，执行联动机制成员单

位达71家，惩戒举措达100多项。

坚持以民为本 凸显服务文明
“跨域立案服务带来的便利太多了，

节省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法院的司法便民
真是做得越来越好了。”近日，成功办完
立案手续的邱律师激动地说。

邱律师是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原告
的代理人。原本，为处理该案，她必须
安排两天时间、花费数千元，到合同履
行地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或被
告住所地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办理立
案相关手续。得知福建、浙江被确定为
跨域立案试点法院的消息后，邱律师抱
着试试看的心态到家门口的福建省泉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办理立案手续。结果只
用 15 分钟，就成功办理了这起案件的
跨省立案登记。

司法为民是大道理，但并不抽象。
福建法院从具体的小事做起，把法院文
明创建过程作为司法为民便民惠民、共
建共享美好生活的具体实践，不断提高
人民群众参与文明创建的积极性。

一站式窗口解民难。全省法院已建
成包括诉讼服务大厅、ITC自助服务终
端、网上诉讼服务平台、掌上诉讼服务
帮手、12368诉讼服务热线的“五位一
体”综合性、立体化、全方位诉讼服务
中心。福建高院成立诉讼服务中心志愿
者服务基地、律师工作室、调解室“一
地两室”。全省法院设立法官工作室
676个、巡回法庭716个。

信息化服务暖民心。加快建设“智
慧法院”。全省法院建成高清科技法庭
596个、司法信息集控管理中心57个。

加强信息化融合应用，推进全流程网上
办案，采用远程视频方式开庭审案、出
庭作证等，探索创新庭审记录方式，加
快推进诉讼档案电子化，提高司法政务
事务警务信息化水平。

坚持以严为要 提升形象文明
2017 年 11 月 2 日下午，马新岚深

入闽侯县人民法院宣讲党的十九大精
神。马新岚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用通
俗易懂、生动丰富的语言，深入阐述解
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思想精髓、核心要
义和精神实质、丰富内涵。法院干警和
人大代表也纷纷踊跃发言，现场气氛热
烈浓厚。

政治建设是锤炼广大干警党性的
“大熔炉”。福建法院始终把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福建高院坚持党建引领，抓好
队伍建设，助推文明进步，使创建工作
有动力、有平台、有保障、可持续。

公生明，廉生威。福建高院将制度
执行视为关键，以谈心察廉、例会说
廉、媒体示廉、格言倡廉、亲情助廉、
制度保廉，帮助干警筑牢拒腐防变的思
想道德防线。

典型就是旗帜，典型就是榜样。该
院注重完善培树推广、学习宣传先进典
型长效机制，先后培树了“时代先锋”
詹红荔、“时代楷模”黄志丽。广泛开
展典型领跑行动，进一步涌现出全国法
院“我最喜爱的好法官”陈少华和陈
群、王荣生、林剑东等一批先进典型，
全省法院有610个集体和1077名个人获
省级以上表彰，形成了“荔丽八闽、先模
成群”的群体效应。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采取多元矛盾化解、分类审判、集约化办理、科
技减负等措施，多管齐下，打好繁简分流“组合
拳”。2016年，台州全市法院新收各类案件174969
件，办结172654件，分别上升26%和29.4%，全市一
线法官人均结案302.4件，上升35%。

一、再造审判流程，打造多元化解和
繁简分流新模式

一是创建“1+N+X”诉调衔接模式。整合
乡镇街道综治调解、行业特色调解以及特殊主体
特邀调解等调解组织资源，对接全市6000余家
调解组织和 2 万多名调解员，构建“1+N+X”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将大量简单矛盾纠纷通过
诉调衔接分流化解，鼓励引导当事人选择非诉方
式解决纠纷，减轻审判压力。

二是创建调审衔接模式。建立调审衔接
工作机制，选派未入额法官担任调解法官，
组建“调解法官+调解员+书记员”的调解团
队派驻诉讼服务中心。适宜调解的案件先交
给调解团队调解，调解不成及时裁判，为司
改后法院人力资源科学配置和案件合理分流
疏通了渠道。

三是推进民商事案件分类审判。在全市范围
实行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推行“简案快审”

“繁案简审”。严控程序转换，简化庭审程序，充
分运用庭审录音录像改革成果，对简单案件无需
人工记录，推行表格式、令状式、要素式等简式
裁判文书。全市法院2016年累计“快审”简案
42558 件，平均审限 22.2 天，“简审”繁案 6714
件，平均审限54.5天，制作简式裁判文书28290
件，占50.7%，简易程序适用率达77%，当庭宣
判率达68.78%。

四是推进刑事案件繁简分流。建立轻微刑
事案件速裁机制，将17种适用简易程序且刑期
一年以下的案件纳入速裁范围；建立集中诉审
模式，加快案件流转，提高侦查、起诉、审判
各环节效率；简化庭前送达、诉讼权利告知、
庭审等程序，加快办案节奏；推行认罪认罚从
宽程序、开展远程视频开庭提审、出台简化审
案件裁判文书简化办法等四项配套改革举措，
对多数无争议或争议较小的案件进行分流。自
2016 年 6 月份试点以来，全市基层法院审结一
审刑事案件 7059 件，适用简易程序分流 4949
件，占70.1%，适用简易程序中判处三年以下平
均审限为 5.69 天；其中适用速裁程序 1165 件，
占23.54%，平均审限为3.3天，极大提速审判效
率。

二、科学分类审辅事务，创新集约化
模式

一是类型化案件集约化审理。推行简易案件集中审理，对速裁案件
尤其同原告案件实行集约化管理，集中立案、送达、排期、开庭、宣
判，由同一审判组织在同一时段内对多个简易案件连续审理。每次集中
诉审案件5至8件，庭审时间由30分钟压缩到10分钟。

二是民事送达集约化管理。探索新型送达模式，设立两级法院集中送
达管理中心，实现全市法院诉讼文书送达信息化、集约化管理。温岭法院
送达管理中心2016年共送达42200件，平均时间4.8天；电话与微信送达
13849件，占32.8%，平均时间1.1天；日均有效送达量从改革前的54.3件
提升至161.7件，而公告适用率从22%降至15.3%。

三是诉讼服务事项集约化办理。建设集诉讼服务大厅、诉讼服务网、
“12368诉讼服务热线”三位一体的新型诉讼服务中心，实现线上线下诉
讼服务功能互通，从原先单一的立案信访功能升级到现在的42项功能、
100余项服务内容，并引入调解员、志愿者、邮政、银行人员入驻集约化
办理，让群众“一站式”办理庭审之外的一切诉讼事宜。

三、借助科技手段，促进案件办理的提速增效

一是开展庭审记录改革。探索以庭审录音录像代替传统书面记录改
革，简化庭审程序、提高审判效率。2016年以来，全市法院运用庭审记
录改革方式开庭审理案件62223件，占可适用简单案件的81.98%，其中，
70.18%的案件以无书记员模式开庭，让书记员更多投入到辅助性事务，有
效缓解了司法辅助人员紧缺问题。

二是开展轻微刑事案件远程视频庭审。对轻微刑事案件实行远程视频
庭审、提审，有效缩短了庭审平均用时，节约了司法成本。

三是推动“互联网+”司法服务建设。推进网上立案、阅卷、送达、
信访及收退费，着力打造全方位、立体式的“互联网+”诉讼服务，方便
当事人通过互联网办理全部的诉讼事务。黄岩区法院成功受理远在福建泉
州的当事人提起的全国首例跨省网上立案，并通过该院自主研发的法律文
书网上送达软件向被告同步送达。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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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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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始行动！”近日，随着执行指挥
中心一声令下，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
院执行干警20余人清晨冒雨对被执行人
桐城市一家糖业公司内的设备和物品进行
强制搬迁，打响了铜陵中院新年首场异地
执行专项行动第一仗。

农行铜陵一支行因借款合同纠纷，将
糖业公司等三被告诉至法院。铜陵中院受
理案件后，多次组织原被告进行调解，最终
达成调解协议，由三被告支付原告剩余欠
款及利息407万余元。但三被告一直拒不
履行付款义务。

为依法保障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铜
陵中院依法将被执行人糖业公司位于桐城
市同安北路西侧的部分房产、土地变卖，并
通知被执行人于2017年12月25日之前将
房产内的设备和物品腾空，但被执行人拒
不履行。经多次协商未果，铜陵中院决定

对公司内的设备和物品进行强制搬迁。
当天清晨，执行人员来到现场，在工厂

大门设置警戒线，对厂区进行封锁。执行
人员有条不紊、依法稳妥地将厂内设备和
物品清点完毕，逐一登记，运送至指定地点
存放和保管。同时维护厂区内安全秩序，
对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和职工进行说
明，安抚情绪，要求他们配合执行，依法履
行调解协议约定的义务。执行人员携带单
兵设备、执法记录仪及摄像机等设备将执
行过程全程录音、录像，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全程参与监督，多家新媒体全程现场直
播，扩大了强制执行的影响力。

图①：法警现场设置警戒线。
图②：现场部署现场直播。
图③：铜陵中院执行指挥中心远程指

挥行动。
图④：执行人员指挥搬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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