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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巧家法院民事速裁初显成效

从严教育 从严管理 从严监督

山东聊城中院正风肃纪持之以恒
本报讯 2017年以来，山东省聊城

市中级人民法院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新形
势下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意见，坚持从
严治院工作方针，着力加强过硬队伍建
设，对干警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
督，努力打造一支信念坚定、司法为民、
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法院队伍。

聊城中院始终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通过出台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的
意见，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等制度，坚持支部建在庭上、建
在一线，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着力擦亮“奉
法惟公”的法院党建工作品牌。

为全面增强司法能力和本领，聊城
中院在全市法院开展首次“十佳法官”

“百名先进个人”评选，开展“坚定理想信
念，坚定法治信仰”全员读书活动，提升
干警职业荣誉感。积极推进人员分类管

理，制定各类人员权责清单和绩效考核
办法，使员额法官、辅助人员、行政人员
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加大教育培训和
岗位练兵力度，努力提升司法业务能力、
群众工作能力、科技应用能力和社会沟
通能力，打造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
法院队伍。2017年，全市法院员额法官
人均办案 199 件，同比上升 46.3%，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

聊城中院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严格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按
照市委统一部署深入开展了“五大整治”
活动，进行了纪律作风问题专项督察，对3
个基层法院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司法巡
查，对两级法院和34处人民法庭进行了3
轮审务督察，对发现的不规范、不文明、不
廉洁问题进行通报、问责，对6名干警给予
党纪政纪处分，切实让广大干警受警醒、
明底线、知敬畏。 （王希玉）

本报讯 “真没想到，我的案子三
天就调解结案还兑现了案款，我只跑
了两趟，真是感谢法官高效的办案水
平。”近日，案件当事人黎某在云南省
巧家县人民法院领取案款1.2万元后，
给巧家法院速裁团队点赞。

近年来，巧家法院辖区民事案件
逐年递增。为缓解案多人少矛盾，该
院根据上级有关规定，结合本院实际，
整合审判资源，在诉讼服务中心成立
民事速裁团队，采取主审法官+助理

审判员+书记员的模式，审理方式遵
循简便、快捷、便民和注重调解的原
则，简化办案流程，以实现繁简分流、
减轻诉累和提高效率的目的。

该院民事速裁团队今年初运行以
来，三周内审结各类民事案件13件，其
中调解12件，撤诉1件。平均结案天
数仅为3天，实现了快立、快调、快结，
方便当事人诉讼，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降低诉讼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受到
诉讼群众好评。 （冉启文）

年关将至，安徽省定远县人民法院以“关注
民生、维护民利”为工作重心，加大力度执行涉
民生案件，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执行，努力让人
民群众过一个幸福祥和的春节。近日，定远法
院执行干警们冒着大雪，趁“老赖”出行不便和
认为法院不会冒雪执行的心理，开展了一次名
为“破冰行动”的专项执行行动。

1月25日清晨，执行干警们冒雪赶往严桥乡
查找拖欠抚养费的被执行人李某。冰冻路滑，10
公里的车程走了40分钟，被执行人李某看到执行
干警冒雪前来，深受触动，表示理解法院执行工
作，在承认错误的同时，履行了判决义务。临近

中午，雪越下越大，从严桥乡出来，执行干警们又
冒雪赶往下一个案件执行地点。经过两天时间
辗转被执行人家中、银行、拘留所、房管局等地，6
起执行案件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面对收获颇
丰的战果，执行干警们感觉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漫天风雪，见证了定远法院的执行干警在司法为
民、维护公平正义道路上不断前行。

雪中执行，不过是执行法官工作的小小缩
影。近年来，定远法院的执行工作围绕服务民
生、稳定社会的工作大局，多措并举，快速执行，
不但确保了当事人的胜诉权益，也促进了辖区
社会的和谐稳定。

图①：执行干警行前清除车顶
积雪。

图②：执行干警和申请人一起赶
往被执行人家中。

图③：执行干警赶往银行划款。
图④：执行干警到粮食储备库扣

留拖欠农民的粮款。
图⑤：执行干警在拘留所与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老板谈话。
图⑥：执行干警拘留拖欠工人工

钱的老板。
图⑦：申请人领到执行款后感谢

执行干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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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鄱阳县法院】

邀请人大代表旁听庭审

忠实履行职责 全面深化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法院工作巡礼

本报记者 孙 航

本报讯 近年来，福建省泰宁县人
民法院积极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始终
坚持从满足群众司法需求出发，创新完
善司法便民利民惠民举措，最大限度地
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和新
期待，取得了良好成效。

据了解，该院在诉讼服务中心搭建
司法便民平台，为来访群众提供立案、
缴费、咨询等一站式诉讼服务。认真落
实司法救助制度，去年共援助 40 多名
留守妇女、儿童、老人等困难群众，缓减

免收诉讼费用13.6万元。同时，该院选
派一名干警挂职任第一书记，与特困群
众、留守儿童结对帮扶。此外，该院还
不断创新司法服务方式，定期对外发布
典型案例，开展法治宣传、法律咨询、法
院开放日等活动。

今年以来，该院组织干警深入田间
地头宣传涉农法律 30 多人次，已发放
宣传资料 300 多份，解答涉农法律咨询
500多人次，成功调解纠纷9起，巡回办
案16件。 (廖长春 廖升福)

【福建泰宁县法院】

搭建司法服务“连心桥”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法院扎实
推进人民法院党的建设，忠实履行宪
法法律职责，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全面加强队伍建设，推动人民法院工
作新发展。2013年至2017年，广东法
院共新收各类案件 676.8 万件，审结
660.1万件，分别比前五年上升41.0%
和 38.0%。2017 年，全省法院新收各
类案件178.9万件，审结178.7万件，法
官人均结案 246.2 件，分别比 2012 年
上升77.5%、76.5%和154.1%。

全面从严治党 维护社会稳定

五年来，广东法院坚决维护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
审判”，制定《关于进一步严格基层党
的组织生活的意见》等。全面从严治
党、从严治院，认真落实监督执纪“四
种形态”，加强对司法权运行的监督，
把廉政监督贯穿于审判工作全过程。
强化执纪问责，2013 年以来，共查处
违纪违法人员503人。

广东法院依法惩治危害国家安全、
暴力恐怖等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犯
罪，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
安全、制度安全。依法严惩危害社会治
安和群众利益犯罪。2013年以来审结杀
人、抢劫等暴力犯罪一审案件16.1万件
22.5万人；审结黄赌毒犯罪一审案件13.3
万件18.7万人。联合有关部门出台指导
性意见，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以及关
联犯罪，切实增强群众安全感。

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
狐”，2013 年以来广东法院共审结贪
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一审案件
9494件，审结涉“天网”“猎狐”专项
行动等外逃案件156件，依法依政策对

“百名红通人员”吴权深、常征追究刑
事责任。共判处县处级以上干部 587
人，彰显惩腐肃贪坚强决心。

推进司法改革 建设智慧法院

广东法院推进院庭长办案规范化、
常态化，入额法官在独任庭、合议庭依
法行使审判权。2017 年各级法院院庭
长承办案件50.2万件，同比上升20.1%。
强化审判管理监督，依托信息技术健全
与新型审判权运行模式相适应的动态监
督管理机制。扎实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
理改革。严格入额法官选拔条件，全省

共选拔和确认入额法官 7258 名，审判
力量较改革前增加17.3%。全省法院组
建新型审判团队 3300 多个，积极探索
混编型、专业型、速裁快审等审判团队
模式。广东全省统一实行行政案件跨区
划集中管辖改革，广州率先在全国省会
城市实施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探索执行
裁判权与执行实施权相分离改革试点，
实行执行异议、执行复议、执行监督等
案件集中办理。

为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广东法
院制定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建设
涵盖审判业务、执行业务、司法政务、
诉讼服务的“广东法院综合业务系
统”，建设科技法庭1412个。实现审判
流程、执行信息、裁判文书和庭审直播
四大司法公开平台全覆盖，在“中国裁判
文书网”公开裁判文书231.4万份，公布
各类执行信息200万余条，庭审公开直
播案件2.9万件。

服务经济发展 保护民生权益

2017 年以来，广东法院出台依法
处置“僵尸企业”案件指导意见，在广
东高院和部分中院设置破产审判庭，健
全执转破机制。加强广东自贸区各片区
法院和广州海事法院建设，发布自贸区
司法保障白皮书。加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司法交流。服务金融体制改
革，健全与“一行三会”诉调对接，
2013 年以来妥善审结证券、期货、
民间借贷等涉金融民事一审案件70.9
万件，结案标的额达1万亿余元。

为深入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广
东法院与省发改委等12家单位建立联
合惩戒失信被执行人机制，在全国率
先建成全省统一执行指挥中心和全省
统一网上财产查控系统。广东省委办
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
法院切实解决执行难的意见》，推动
建立执行难综合治理新格局，推出悬
赏执行、集中执行、专项执行等新措
施。

广东法院注重民生权益保护，畅
通便民诉讼渠道。完善立案登记制
度，当场立案率达95%以上。加快诉
讼服务大厅、诉讼服务网、12368热
线等一体化设施建设，探索民事案件
繁简分流机制，开展异地立案、远程
视频庭审和电子送达服务，推动完善
律师参与诉前、诉后调解制度。2013
年以来共审结涉及医疗、教育、消
费、交通等民生领域的一审民事案件
106.6 万件。审结涉及山林土地权属
等一审涉农民事案件 9026 件，扎实
加强“三农”服务。

本报讯 近日，几名男子拖着疲惫
的脚步走进贵州省赤水市人民法院，向
法院工作人员说道，“老板欠我和班组兄
弟工资一年多了，现在我们都不在他那
里干了，可是去找他还是没要到我们的
工资，我们想起诉他。”

接过起诉材料，法庭工作人员经审
查后立刻进行立案，并同时联系被告赤
水市某建筑工地的负责人。该负责人
20 分钟后驾车赶到法庭。法庭工作人
员立即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通过释法
析理，该负责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庭

向原告等4人支付工资共计4.6万余元。
据悉，小额诉讼程序已逐渐成为当

事人乐于接受的案件审理方式。赤水法
院针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
议不大且标的额较小的案件，经当事人
申请或者同意，采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
当庭调解或当庭宣判。同时，为满足当
事人的诉讼需求，也可根据当事人的申
请或意愿，将案件安排在晚上、休息日到
当事人家里或者争议发生地开庭，避免
了当事人多跑路。

（施成斌）

【贵州赤水市法院】

立案3小时兑付4.6万余元

本报讯 近日，江西省鄱阳县人民
法院邀请人大代表旁听一起原告金某诉
被告某工厂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
的庭审。庭审结束后，代表对庭审过程
进行了评议。

近几年，鄱阳法院邀请代表旁听庭
审已成制度化、常态化。该院注重庭前
与人大相关部门进行联系沟通，选好案
件，做好案情介绍。庭后由院领导、主

审法官参与代表座谈评议，解答代表提
问，听取代表评议意见，对存在的问题
立马落实整改，赢得了人大代表对法院
工作的支持与赞誉。

据悉，2017 年以来，该院共邀请
人大代表 17 人次，旁听 5 件案件的庭
审，参与案件调解 6 件，见证执行 4
件，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

（朱文中 郭红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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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新时代的司法需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
人民法院坚持司法为民，在滋泥泉子镇南泉中心村设立“驻村法官工作室”，开展
便民诉讼解民忧活动。2017年以来，该院共组织普法宣传18次，法律咨询500余
人次，化解矛盾30余件。同时，落实精准扶贫措施，帮助9户扶贫对象解决实际
困难15件次，资助帮扶资金4.5万余元。图为该院法官在“驻村法官工作室”接
访群众。 王建厦 刘文军 摄

五年精彩回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