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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信息化打造“智慧司法警务”
本报记者 费文彬 本报通讯员 柳 苏 丽 梅 宝 玲 彦 鸿 汉 柳

2018年3月2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务指挥中心举办了联防联动应急演练活动。记者看到，法

官按下报警按钮后，只需30秒，法警就能赶到现场处置突发情况。

快速反应的背后，是司法警务指挥中心的“最强大脑”在发挥作用。2017年以来，柳州中院扛起打造智慧警务的改革“大

旗”，引领鱼峰区、柳江区、柳城县、鹿寨县等四个基层试点法院，将司法警务信息化管理平台、可视化管理云平台、智能访客系

统、周界防范报警系统等多项智能科技纳入司法警务指挥中心统一管理应用，为司法警务工作提档升级注入了强大动力。

警务管理集约化

“法院周界是安防保障的第一关。
在警力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在这一关上
设防，各家法院必然要依靠信息化技
术。”在 2018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全市法
院警务信息化现场推进会上，柳州中院
副院长王岗一针见血指出关键。

2018年3月20日，鱼峰法院使用的热
成像周界防范报警系统有了首次实践。

“大门左侧有一个身着土黄色T恤、
蓝色牛仔裤的年轻男子试图翻越围墙进
入法院，请速去查看！”看到大屏幕上弹
出的图像，鱼峰法院司法警务指挥中心
值班法警胡哲彰立即呼叫安检处的备勤
法警，这名为逃避安检而爬墙的男子被
逮了个正着。

鱼峰法院法警大队队长罗珊珊介
绍，即便在晚上，热成像系统仍可做到精
准报警。

2018 年 5 月底，柳州中院又引入了
“鹰眼”+边界电子防区划分的综合技术，
应用于周界防护报警系统中。不断革新升
级的周界防范技术，进一步加固了与司法
警务指挥中心结成的“防护网”，也拉起了
法院与人民法庭的防护线。

4月 18日上午，柳江区人民法院三
都法庭开庭审理一起相邻纠纷案，当事
人情绪激动，前来旁听的人员数量突然
增多，情况远远超出了法庭自身安保能

力的可控范围。柳江法院法警大队刚通过
视频监控发现了三都法庭人群聚集的异常
情况，就接到了增员请求。仅用 17分钟，
法警大队就集结并赶赴到了 20公里外的
三都法庭。

此外，柳江法院于 2017年 3月在全市
法院率先启用应急联动报警系统，与公安、
消防联动，集处警管理、视频联动等功能于
一身，24 小时不间断监控机关大院和穿
山、洛满、三都 3个人民法庭，使出警工作
抢占先机。

法官人身安全防护系统的上线，又让外
部安防实现从“网”到“线”后精准至“点”，更为
柳州法官在法院外的人身安全上了一道“保
险”。法官通过申请，获得附有位置实时监
控、SOS紧急报警、移动轨迹查询等功能的

“防护手环”。若发生异常情况，“一键报警”
功能即刻让警务指挥中心收到警报方位信
息，实现处置突发事件的“点对点”无缝衔接。

“业务主导，需求驱动；建用结合，以用
促建。”这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法警总队总队长丁山到柳州法院调研时，
对柳州法院司法警务信息化建设提出的

“十六字”要求；高起点定位、高标准谋划、
高要求实施、高速度推进，这是柳州法院开
展智慧警务防控的最初目标。柳州法院将
以此为要求，在探索智慧警务的道路上继
续前行。

“覃金同志将于 6 个月后晋升一级
警衔，请提前做好训练、考试和警衔申
报材料等相关准备工作。”2018年2月6
日，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覃金和法
警支队领导、内勤等相关人员的内网邮
箱、手机都收到了这样一条信息。

“自动计算统计、自动通知到位，
自动化让警务服务管理更为主动，没有
了以往人工方式的费时费力，也避免了
忙中出错的可能性，真是多亏了司法警
务信息化管理平台这个好帮手……”柳
州中院法警支队副政委甘莉莉连连称
赞。

柳州中院自主研发的司法警务信息
化管理平台于2017年10月正式启用，实
现了网络化警务办公。警务工作、安保工
作、警政工作、警训工作、装备管理、警
务督察等6大管理模块、21个子功能项、
55类工作内容被整合至该平台，又自成版
块，各个工作事项一目了然。

柳州中院法警支队政委陈子侠向记
者介绍，由于各类工作版块分类规范，
方便了不同警务资料信息的完整录入、
登记、流转，从而积累起海量数据资
源，像是构建起一个“网络数据资源
池”，有效提升了全市法院司法警务数
据资源共享共用质效。

柳州中院通过研发司法警务信息化

管理平台，改变以往人工操作弊端，让
繁琐、复杂的警务工作日趋高效的同
时，柳城县人民法院响应中院号召，依
托手机网络科技实时性、随身性、交互
性三大特点，成功跨越了司法警务工作
移动性、突发性、紧迫性强的“围栏”。

“乔勇，请速到柳城县太平镇被执
行人覃某家中配合开展执行工作。”
2018 年 1 月 23 日，柳城法院法警乔勇
在完成押解任务、返回法院的途中，收
到这样一条短信提醒。乔勇随即打开了
手机移动办公平台，清楚地看到此次紧
急任务的具体内容、申请部门和联系
人、联系方式、警力数量、地址和时
间、批准人等事项。

柳城法院在手机移动办公平台上建
立了法警信息资源共享系统，把“电脑
上”的调警、车辆及出差审批等多个信
息化模块移动至“掌上”，避免了以往
警务“审批办文往返跑”的不便。同
时，该平台可对法警进行定位跟踪管
理，实时了解人员情况、及时应对突发
状况。

下一步，柳州法院还将积极创新应
用司法警务移动办公APP，全面集成警
务办公、执法录像、单兵联动、协调指
挥等信息化管理模块，进一步优化法警
队伍应急能力。

押解庭审可视化
“看不到画面，也听不到声音，如

果押解过程发生异常状况，指挥中心根
本不可能在第一时间了解现场情况，容
易影响决策判断。”几年前，这还是频
频被柳州法院法警吐槽的老问题。

2018 年 3 月 29 日，柳州中院联防
联动应急演练活动现场，记者却看到了
这一情况的改变。

上午 11 点整，柳州中院法警将刑
事案件被告人扮演者黄某押上囚车，准
备返回市第二看守所。从这一刻起，囚
车内的情况、囚车行驶途中的道路及周
边情况、囚车行驶定位轨迹、公安“天
网”摄像头接力监控情况，便以多屏组
合画面的方式同时展现在司法警务指挥
中心的LED大屏幕上。

上午 11点 20分左右，押解囚车突
然停在路边。看到这一情况，坐镇指挥
中心的法警支队队长赵勇峰立即通过话
筒询问：“谭副队长，请报告现在发生
了什么情况？”

“车辆抛锚了，已让司机下车检
查，其他人员均在原位看守待命！”法
警支队副队长谭超作为此次押解演练的
跟车负责人，透过单兵车载图传像迅速
报告情况。

“根据车辆目前的定位，速派备用
囚车前去接力！”赵勇峰队长马上下达
指令。从囚车发生故障到派出接应囚

车，只用了不到3分钟时间。约15分钟
后，记者从大屏幕上看到，接应囚车到
达现场，与抛锚囚车顺利完成了交接工
作。

2016 年起，柳州中院利用北斗定
位系统、4G 移动专网、无线图传技
术，创新实现押解过程的车辆定位及
音、视频的全程动态监控、传输。押解
中的音、视频信号通过专门的加密“保
护技术网”，全部汇集于司法警务指挥
中心，确保对押解全过程的“路面”与

“高空”、“车内”与“车外”全方位、
无死角实时监控。

“这些可视化智能管理设备就好比
指挥中心的眼睛和耳朵，让指挥人员看
得更远、听得更清，自然动得更快！”
赵勇峰队长这样比喻。

可视化技术不仅运用于押解囚车
上，也将全市法院所有科技法庭与司
法警务指挥中心有效衔接，实现视频
全程实时浏览、音频的双向交互指
挥。

“通过点击‘庭审警务’模块，
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可同步呈现法庭
内不同监测点画面，即使视频影像被放
大数倍，图像仍然十分清晰；即使现场
声音十分嘈杂，法官及工作人员的声音
仍可清楚回传。”柳州中院法警何山向
记者介绍。

内部防控精准化
“嘟……嘟……嘟……”2018年2月

22日下午 6点，柳州中院司法警务指挥
中心响起了警报声。值班法警李思远从
司法警务信息化管理平台界面数据看
到，当天下午所有庭审早已结束，仍有一
名当事人滞留在法院。指挥中心的大屏
幕上同时弹出该当事人独自徘徊在法庭
外的监控图像、地图定位等复合视频信
息。李思远随即利用对讲系统迅速调集
最近的警力前往现场了解情况。

不到一分钟，2 名法警赶到审判楼
16 号法庭附近，发现了该当事人。原
来，当事人谭某参加庭审后，因情绪尚未
平复，就一直逗留在审判楼内。经法警
耐心劝导，谭某随后离开了法院。

“经对比分析人员出入、庭审、区域
位置等信息，访客监控系统可实现自动
报警，并自动调取距离启动报警系统人
员位置最近的三个摄像头，轻松做到智
能化实时动态监控。”柳州中院司法技术
中心主任杨启辉介绍。

为解释警报触发过程，杨启辉安排
网络技术员柏松松为记者作了细致的演
示。柏松松扮演的当事人首先经由安检
区前端的电脑扫描设备读取头像及身份
证信息，确认“人证对比”无误后，安检法
警根据柏松松来访事宜，给其配发对应
的访客卡后放行。

此时，柏松松是否涉案、是否属于重点
布控对象等信息也即时反映在指挥中心的
司法警务信息化管理平台上。“安检系统不
仅可做到人证自动比对，还与公安系统联
网，如若出现‘黑名单’重点布控对象，系统
可提前预警，以针对性增强安防的效率
性。”杨启辉补充道。

同时，指挥中心大屏幕上的视频监控
三维地图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位来访人员所
在位置和之前的行动轨迹。“这也有利于法
警更准确地分析评判来访人员是否有非正
常行动。”赵勇峰说明。

“安检时，访客监控系统根据柏松松旁
听庭审的来访要求，已限定了其活动区域
在审判区，当他进入工作人员办公区，必然
会促动自动警报系统。”李思远介绍。警报
声响起的同时，指挥中心不断收到监控摄
像头对柏松松的动态接力跟拍画面。又是
不到一分钟，附近法警接获通知，赶到柏松
松所在位置，演示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目前，鱼峰区、鹿寨县人民法院也跟上
了柳州中院的脚步，创新引进“人脸识别定
位访客系统”，部署“无形”安防。该系统采
用人脸抓拍检测与识别技术，与后台失信
被执行人、信访等重点人群和律师、案件当
事人身份信息、人脸数据进行分类比对、定
位，有效掌控当事人在法院内活动情况，进
一步提升对突发事件的探测和反应能力。

周界安保信息化

警务管理集约化

柳州中院自主研发了司法警务信息化管理平
台，6大管理模块、21个子功能项、55类工作内容
被整合至该平台，又自成版块，各个工作事项一目
了然，实现了网络化警务办公

柳州中院、鱼峰法院、鹿寨法院创新引进“人
脸识别定位访客系统”，采用人脸抓拍检测与识别
技术，与后台信息进行分类比对、定位，有效掌控
当事人在法院内活动情况，进一步提升对突发事件
的探测和反应能力

内部防控精准化

押解庭审可视化

2016年起，柳州中院利用北斗定位系统、4G移
动专网、无线图传技术，创新实现押解过程的车辆
定位及音、视频的全程动态监控、传输，确保对押
解全过程全方位、无死角实时监控

周界安保信息化

柳州法院利用热成像周界防范报警系统、“鹰
眼”+边界电子防区划分的综合技术、应急联动报
警系统、法官人身安全防护系统等信息化技术，使
法院的安防工作实现从“网”到“线”再精准至

“点”

盛方奇 制图

四川省森盟置业有限公司：再审申请人成都市魁星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成都建工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一
审第三人四川省森盟置业有限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不
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川民终 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
申请再审。本院已审查终结并于2018年4月23日作出（2018）最
高法民申425号民事裁定书。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
请你公司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人德清县德腾化工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1张，票号为32000051/24445737，票面金额为100000元，出票日
期为2017年11月24日，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5月24日，出票人
为三河市忝锦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三河蒙银村镇银行营业
部，收款人为天津市英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
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16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河北]三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德清县德腾化工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1张，票号为32000051/24445738，票面金额为100000元，出票日
期为2017年11月24日，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5月24日，出票人
为三河市忝锦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三河蒙银村镇银行营业
部，收款人为天津市英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
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16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河北]三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昆明市西山区大观世锋建材经营部因遣失上海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于2018年2月8日出具的银行
承兑汇票1份，票号为32500051／20185258，出票人为苏州金螳
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苏州金螳螂建筑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到期日为2018年8月8日，出票金额为30000元，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审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成都华宇电子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1张商业承兑汇
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成都华
宇电子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商业承兑汇票，票面号码
00100063/24089113、票面金额伍万元、出票人沈阳新华航空电器有
限责任公司、付款行中国建设银行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背书人
四川永星电子有限公司、持票人成都华宇电子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7年12月31日、汇票到期日2018年6月30日。三、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辽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西东晟源消防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长治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行承兑汇票 1张（票据号码为 31300052 30862896、
票面金额 100000元、出票人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有限公司、
收款人山西三元福达煤业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背书人长
治市久久神龙消防器材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8年 1月 22日、
到期日期2018年7月17日、支付人为长治银行），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山西]长治市郊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润禄贸易有限公司因持由中国光大银行杭州萧山
支行于2017年12月21日签发的编码为30300051／24326618的银
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280000元，出票人浙江万向精工有限公司，收
款人昆山市爱派尔精密工具有限公司，背书人郑州市钻石精密制造
有限公司)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弘商时代实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1份（号码为 31300051/32386457、票面金额人民币 64208.30元、
出票人浙江世为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深圳市弘商时代实
业有限公司、持票人深圳市弘商时代实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8年2月6日、汇票到期日2018年8月6日），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自公告之日起7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银行承兑汇
票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武义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南恒隆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因持由浙江萧山农村商业
银行营业部于2018年1月3日签发的编码为40200051／25887899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50000元，出票人浙江金伦进出口有限公
司，收款人杭州路克鞋业有限公司，背书人广州楚泰化学有限公司)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横栏镇恒业纸类包装制品厂（普通合伙）因持
有的普通支票 1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
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中山市横栏镇恒业纸类包装制品
厂（普通合伙）。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1040443036827539，付
款行中国银行中山古镇海洲支行，出票人中山市万尚照明电器
厂，票面金额28626元，收款人空白。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小榄镇富俊灯饰配件店因持有的普通支票1
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

告申请人：中山市小榄镇富俊灯饰配件店。二、公示催告的票据：
号码 1030443054102024，付款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
古镇曹步支行，出票人中山市众心源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票面金额
16399元，收款人中山市小榄镇富俊灯饰配件店。三、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关于拍卖大连市高新园区广贤路
1号1单元5层1号房产及辽B9CE69大众轿车（第一次拍卖）的
公告。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8 年 8 月 6 日 10 时至
2018年8月7日10时在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京东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法院主页网址：http://auction.jd.
com/courProductList.html?vendorId=639840），现状拍卖刘彦名
下位于大连市高新园区广贤路1号1单元5层1号房产（建筑面
积104.76平方米，房屋用途：住宅）及辽B9CE69大众轿车，本标
的评估价值分别为 193.92万元、7.5万元，第一次拍卖起拍价分
别为 193.92万元、7.5万元。标的详情及拍卖详情见京东司法拍
卖平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关于拍卖大连市高新园区广
贤路 1号 1单元 5层 1号房产及辽B9CE69大众轿车（第一次拍
卖）的公告》。咨询电话：周法官（电话：0411-82793533）联系，安
排看样。 [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2018 年 3 月 19 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上海
翌银福甲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申请，裁定受理对无锡
市龙惠置业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移交本院审理。本
院现指定江苏神阙律师事务所、江苏正卓恒新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联合体担任无锡市龙惠置业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无
锡市龙惠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8 年 8 月 12 日前，
向无锡市龙惠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无锡市滨湖
区青山西路与梁溪路交叉口荣誉华府物业服务中心 2 楼；联
系电话：13003372027、13961880717)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无锡市龙惠置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无锡市龙惠置业有限公司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8 年 8 月 24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大法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出席会议的
债权人如系法人，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如系自然人，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 [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2015 年 4 月 29 日，本院根据鱼台孝贤大厦酒店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鱼台孝贤大厦酒店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现查明，截止 2018 年 3 月 30 日，鱼台孝贤大厦酒店有限公
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83,358,113.73 元，已经核实确认的负债
总额为人民币 363,663,827.08 元。本院认为，申请人鱼台孝贤
大厦酒店有限公司因管理不善，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呈连续状
态，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条件。故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
条的规定，本院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裁定宣告鱼台孝贤大厦酒
店有限公司破产。 [山东]鱼台县人民法院

本院据马虎彪申请于 2018年 6月 13日裁定受理临海市能威
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能威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浙江
全力律师事务所为其管理人，各债权人应在 2018 年 7 月 27 日前
向管理人（地址：浙江省临海市古城街道耀达大厦 20 楼，联系电
话：0576-85855789）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 56条规定处理。能威机电公司债务人或财产持
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下午 3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召开，各债权
人携相应手续参加。能威机电公司股东（苏一清、张行君、王海
波）及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
会计凭证账簿、债务债权清册等文件逾期不提交将承担相应民
事责任。 [浙江]临海市人民法院

鲍海兵：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
分行与被告鲍海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辽 0103 民初 800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第二调解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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