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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按照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
套改革要求，积极主动争取地方党委政府支持，探索建
立司法诉讼志愿者岗位，将其作为增补审判辅助人员
的一种特殊机制，有效缓解了人案矛盾。司法诉讼志
愿者的管理、考核和保障机制为省级统管后如何健全
完善地方党委政府对审判辅助事务的支持模式探索出
一条新路。

大兴法院共有员额法官102名，除在编法官助理
80名、聘用制书记员73名外，还包括78名司法诉讼志
愿者，占全部审判辅助人员的67.24%。该院7个派出
法庭27名员额法官，共配备司法诉讼志愿者31名，基
本实现“一人一辅”。实现这一配备模式的主要做法
是：

一是积极协调拓宽人员增补渠道。在用足用好高
院分配的辅助人员招录名额的同时，大兴法院科学制
定招录标准，在充分考虑辖区内不同法庭案件特点、人
员配比和社情民意差异基础上，统筹安排各人民法庭
自主招录部分审判辅助人员，并推动相关人民法庭与
所在地政府协商沟通，普遍建立规范化、常态化的司法
诉讼志愿者制度。该制度严格遵循“政府招录、法官选
用、财政出资、团队考核”原则，由法庭所在辖区政府发
布招聘公告，用人法官面试决定人选，政府与所聘人员
签订工作合同，并支付工资，由所在团队法官对其工作
情况进行考核。

二是充分发挥志愿者地缘优势。各人民法庭招录
的司法诉讼志愿者多为法庭辖区内居民，能够发挥地
缘优势。在涉及征地拆迁纠纷、家庭内部分割拆迁利
益的案件时，志愿者充分发挥熟悉社情民意、地方风俗
的优势，配合法官开展调解工作，更有利于推动案结事
了；在现场勘验、外出送达等司法事务中，志愿者发挥

“向导”作用，大大提升了勘验、送达的事务效率；根据
法庭解决的纠纷多发生在家庭内部和邻里之间的特
点，志愿者作为“联络员”，负责前期沟通联络，加强与
基层调解组织、妇联组织、司法所、派出所等部门的协
调合作，有力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三是定职明责确保人员使用规范。各法庭结合工
作实际制定审判流程指引、工作职责规定，明确志愿者
介入审判流程节点通常为开庭前和庭审后，规定在“一
审一辅”“一审一助一辅”情况下，司法诉讼志愿者工作
职责包括安排开庭时间、传唤当事人等开庭前准备工
作；案件材料整理、文书校核、归档等庭审善后工作；法
官交办的其他事务性工作等。2016年适用该制度以
来，审判团队质效得到明显提高，法官年人均结案从
235.2件上升至317.8件，增幅达35.12%。

四是强化监督考核提升辅助效能。为确保志愿者
作用切实发挥到位，该院规定法官对所在团队的司法
诉讼志愿者享有任免权、指导权和考核权。法官通过
庭内案件系统，对志愿者分配工作任务，并通过系统进
行督办，日常工作情况作为绩效考核重要参考；制定工
作考核办法，对司法诉讼志愿者工作进行量化评价，工作量和工作实效作为对司
法诉讼志愿者奖励的重要依据。

五是多方争取提高人员职业保障。为确保司法诉讼志愿者能够安心稳定工
作，大兴法院为志愿者提供等同院内在编人员的办公设备、工作环境、加班津贴；
并通过多方争取，确保志愿者“五险”保障到位。2017年大兴区政府拨付支持该
院非在编人员经费共计800万余元。各人民法庭所在地政府专项财政支持基本
与辖区经济发展水平及人员学历相符，司法诉讼志愿者月基本工资3400-5400
元不等，其中开发区法庭共有11名司法诉讼志愿者，月基本工资最低4600元，最
高5400元，人均月基本工资达到496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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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三）

“这老头子，帮儿子多干点活怎么
了？再者说，房子让他住，地里的菜随他
吃，还想咋样？”得知被亲爹给告了，梅某
居然不解地向我咆哮起来。

再看不远处，那是原告梅老爹住的
老屋，我们正好借送达的机会开展庭前
走访。走进屋，老人正倚着吃饭的小桌

坐着，目光呆滞地看着门外。几只苍蝇
围着桌上的碗罩，旁若无人地寻找着通
往“美餐”的突破口。

听到我们自报家门后，老人不好意
思地说道：“一碗米养个恩人，一斗米养
个仇人哪！这事真是一言难尽！”

亲情的风浪真可谓是无风不起。老
人一生养育了一子一女。老伴未过世时，
俩人跟随儿子生活，吃住在一起，干活在
一起，地里的收入绝大部分都给儿子。虽
然儿子脾气不好，但老两口彼此互相安
慰：“好赖都是自己生的，还挑啥理？”

可沉默是有限度的。两年前，老伴
不慎跌断骨头，需要长期卧床，梅老爹在
悉心服侍之时，却没有感受到儿子的孝
心，他不仅没买什么营养品，就连句好话
都没有，甚至还无端责骂老人。

此时，嫁出去的女儿并没有成为“泼
出去的水”，反而隔三差五前来照料。老

伴过世后，形单影只的梅老爹萌生出一
个想法，他想向儿子索要赡养费，并要跟
随女儿生活。这才连带将女儿一并作为
被告，打起赡养官司。

虽然我和村干部联手组织过一次调
解，但梅某的态度十分蛮横，对父亲的诉
求不屑一顾。

责任驱使我苦思冥想。这时，我想
到了和老人“隔代亲”的孙子。

“小梅，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
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
乎？’难道不让老人忍饥挨饿就是孝顺
吗？不需要一点精神上的慰藉和善待
吗？”按照梅某“上一代该无条件服务下
一代”的逻辑，我决定请梅某儿子协助，
共同打好这场攻坚战。

庭审那天，梅某的儿子近乎哭泣着
哀求爷爷，请他为了家庭的声誉，不要起
诉。

此时，我顺势说道：“小梅，你的顾虑
我可以理解，但问题的核心是你爷爷的
晚年如何安置呀？你和母亲两人在外地
生活，父亲一人在家，很难照应到爷爷，
加上你父亲的脾气问题，也已让老人心
寒。”

“爸爸，您也将心比心，要是我对您经
常吆五喝六的，您会咋想？爷爷八十多岁
了，要在城里的话，早就退休享福了！”儿
子的一番话顿时让梅某陷入沉思。

最终，梅老爹与两被告达成协议：梅
某每月给付赡养费 600 元，梅老爹跟随
女儿生活。亲情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出
路。

返程途中，我在想：司法之路真是不
乏崎岖、难免坎坷，但无论如何，都要用
激情和理想、奋斗和奉献坚定地走下去。

周陈华 仇 军 汤晓清/整理

巧平亲情风浪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安丰
人民法庭庭长 崔爱华

本报讯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呼
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市公安局、
电信运营商沟通协调，研发了电信用
户查询分析比对系统，在全市法院范
围内试运行。该系统通过一系列电信
信息的数据汇总，更加准确地锁定被
执行人的身份相关信息，从而破解被
执行人难找的问题。

呼伦贝尔市是全国最大的地级
市，地域辽阔，人口分布疏密不均，
执行案件查人找物难问题长期限制着
执行质效的提升。该系统可通过查询
被执行人身份证号、手机号码等信
息，查询或比对被执行人登记住址、
身份证号、联系方式等重要信息。同

时还在探索对被执行人话费清单进行
查询分析，搜集执行线索、证据，对
其宽带账户及 IP 地址信息进行查
询，掌握被执行人的固定居所。

据了解，为解决财产难查问题，配
合财产报告制度，呼伦贝尔中院还与
市公安局一同沟通协调，联合其他部
门，整合当地全行业数据，建立了呼伦
贝尔市行业大数据法务应用系统，集
成社保信息、职业信息、电力信息、供
水供热、有线电视、教育信息、住宿信
息、房屋租赁、物业信息等在内的 38
项行业信息，使被执行人的财产收入
一览无遗，从而破解财产难寻问题。

（倪志静 邵从浍）

呼伦贝尔中院深化信息融合破解执行难

“被执行人黄山新都投资有限公
司已经按照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申请
法院解除对该公司的所有查控措施。”
6月22日，申请执行人黄山新洲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新洲公司）将一份
书面申请送到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执行法官田丰手上。经过三个多
月不懈努力，执行法官用心、用力、用
情促成双方和解，终于圆满执结这起
标的额达1.05亿元的案件。田丰接过
申请书后，如释重负。

诉前和解遭遇执行难

新洲公司承建黄山新都投资有限
公司（下称新都公司）开发的“新都博
苑”项目建设工程。经过招投标程序
后，双方先后于2013年、2014年、2016
年分别签订了“新都博苑”项目一期、
二期和三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6
年底，三期工程封顶，新都公司尚欠工
程款7700万余元。另外，新都公司因
资金需要，向新洲公司借款 1550 万
元；借款到期后，新都公司没有按约归
还借款本金及利息。2017年8月，新
洲公司将新都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
支付所欠工程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并
按照约定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黄山
中院当即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诉前调
解，双方很快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孰料，顺利的调解却未得到顺利
的履行。今年 2 月，由于新都公司未
支付调解书确认的款项，新洲公司向
黄山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快速出击控财产

此案立案执行后，分给田丰办
理。他原是黄山中院党组成员、政治
部主任，入员额后主要承办执行案件。

“在执行攻坚中，我们落实院领导
办案制，将难啃的‘硬骨头’、难消化的

‘大骨头’让班子成员承办，确保大标
的额案件尽快执结。” 黄山中院院长
陈严法告诉记者。

田丰第一时间通过“总对总”查
控系统冻结并扣划被执行人新都公司
名下4个银行账户存款69万余元，同
时查封其名下位于歙县的“新都博
苑”项目所有未售房地产。

由于新都公司账户余额很少，保
全结果不理想。“查扣到的存款对这个
大标的额案件来说只是九牛一毛。”
田丰介绍说，他们查封的未售房地
产，由于双方当事人之前有特别约
定，新洲公司可以按照八折价格优先
受偿，法院查封只是为这个约定上了
一层保险，但对执结案件起到的推动
作用并不明显。

为更快更好地维护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田丰一方面鼓励新洲公司积极
提供线索，另一方面多次与房管局、
不动产登记中心等有关单位沟通，希
望能够发现新都公司其他可供执行的
财产。

经多方查找，先后冻结了新都公
司其他两个关联账户，并且通过有关
单位协助，查封了“新都博苑”项目所

有在建工程以及已抵押房产，共计房产
16 幢，其中未售房屋 36 套、商铺 19 间、
车库 60 个、杂物间 219 个，新都公司所
有可供执行财产均被查控。

多管齐下促和解

新洲公司最初意愿是希望法院尽快
处置未售房产，拿到所欠款项。得知评
估、拍卖要耗费很长时间，还会产生佣
金等支出，这些支出对于已经负有大额
债务的新都公司来说，无疑是雪上加
霜。而通过其他企业注资，促使新都公
司起死回生，再支付欠款，过程更加漫
长而艰难。

“对于大标的额案件，最理想的结
案方式还是希望双方能达成和解。”鉴
于双方曾在诉前就达成调解协议，田丰
决定与双方当事人沟通，力争执行阶段
可以达成双方满意的和解协议。

现在黄山房地产发展形势向好，比
起等待注资盘活楼盘，或者是循规蹈矩
进入评估、拍卖，应该还有让双方当事
人都可以接受的最佳执行方案。

有了大体方向，田丰决定先去挖掘
更多促进谈判成功的底牌。首先把视野
扩大到当事人范围之外，发现新都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某名下有一间价值 2000
万余元的酒店，便迅速抓住突破口，建
议将该酒店过户到新洲公司名下，以抵
偿部分执行款。

吴某愿意用自己名下的财产去抵偿
债务，足以说明新都公司想要积极履行
义务的决心，为双方和解奠定了基础。

随后，法官又多次与“新都博苑”
项目在建工程的抵押权人，当地的中小
企业融资担保公司、农商行等金融单位
进行磋商，希望可以通过他们为新都公
司争取更多的贷款用于清偿债务，完成
在建工程的扫尾工作。

法官多次召集双方进行磋商。一方
面，要求新都公司在5月底前必须先给
付1000万元，在6月底前将如家酒店过
户至新洲公司名下；另一方面，建议新
洲公司在收到 1000 万元的同时申请解
除保全措施，使新都公司可以更快完成
贷款审批手续，获得更多的资金用于清
偿债务以及在建工程收尾工作。同时，
双方磋商以“新都博苑”项目部分未
售、未抵押的房产、车库、杂物间等均
用于抵偿不足部分的执行款，为新洲公
司提供更多的可预期利益。

双方愉快地接受了这一方案，终于
达成和解协议。

由于新都公司有未如约履行调解协
议的前车之鉴，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后，法官不断督促新都公司如期履行。
6月20日，最后一笔执行款打入新洲公
司账号。

“法院在执行过程中，真的付出了
十万分的努力，我们非常感动。”新洲
公司代表说。

“我们一开始担心法院会通过评
估、拍卖一步步来处置我们的房产，影
响在建工程，影响整个楼盘交付，但法
官提出了最佳执行方案，让我们企业有
更多机会回到良性循环的状态。”新都
公司负责人言语中充满感激之情。

万分努力换来双方满意
——安徽黄山中院执结亿元大案纪实

本报记者 周瑞平 本报通讯员 陈 晶 王婉婧

本报讯 （记者 程 勇 蔡 蕾
通讯员 叶 锋）近日，湖北省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举行执行工作监督员聘任
仪式，向 20 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颁
发了聘书。受聘的监督员代表作了表态
发言，表示将认真履行监督职责，积极
支持法院依法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

据了解，执行工作监督员主要有以
下十项职权：列席法院执行工作会议，

对法院执行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参加法
院组织的执行工作视察或调研活动，深
入了解法院执行工作及执行信息化建设
等情况；关注法院官方网站、微博、微
信，列入法院手机报收件人名单，不定

期向其推送法院执行工作动态；对全市
两级法院执行案件的办理进行监督，对
执行积案可向市中院交办并提出办理意
见建议；监督见证法院执行实施行动及
集中执行、重大执行活动的开展；旁听

评议法院执行审查类案件听证，参与执
行信访案件听证；评查法院执行案件，通
过抽查、阅卷，反馈法院执行案件办理中
的问题并监督整改；监督法院执行部门
纪律作风建设，反映法院执行干警不作
为、乱作为、慢作为等执行失范行为；对
全市法院审判工作、司法改革、党风廉政
建设等其他各项工作进行监督，提出意
见建议；其他需要监督的事项。

随州中院聘请代表委员监督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