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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速递

6月25日至29日，来自北京、天津、河南3个代表团的34位全国人大代表来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泸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江宁人民法庭、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李庄人民法庭、宜宾县
人民法院、江安县人民法院，视察四川法院工作，代表们通过观摩案件执行、旁听案件庭审、实地视察派出法庭工作等，深入了解四川法院在破
解执行难、信息化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情况。

天府之国见证决胜执行年

在泸州中院“执行大决战”誓师大会结束后，代表们
见证干警奔赴执行现场。

代表们围在武侯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庭的圆桌旁讨论。 在江安法院以全国人大代表赵思学命名的工作室，代表
们与赵思学（右二）进行交流。

□ 本报记者 王 俏 本报见习记者 万紫千

■执行誓师大会撼人心

“干警们精神饱满，看到了法
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决心和能
力。”全国人大代表、北京科学学
研究中心副主任伊彤观摩泸州

“执行大决战”誓师大会后说。全
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通许县大岗
李乡苏刘庄村村医马文芳也表
示，现场很震撼，执行力度大。

“利用信息化手段查控财产，
避免执行干警多次往返，确实提
高了效率。”全国人大代表，北京
奔驰汽车有限公司首席技师、工
会副主席赵郁表示。

在龙马潭区人民法院，代表
们一行见证了执行案款的现场发
放，马文芳告诉记者：“案结事
了，让人民群众满意，法院的执
行工作比过去进步了不少，当事
人还为法院送去了锦旗，值得点
赞。”

“咱们法院在执行这一块还是
下了很多功夫，执行款项不论大
小，都一视同仁，我相信当事人
心里是非常感动的。”全国人大代
表、河南省新乡市第一中学教师
赵鸿涛感慨道。

6月28日，代表们在宜宾中院
集中见证宜宾法院“夏日风暴、
执行攻坚”暨“全国人大代表见
证执行”活动启动仪式，随后见
证了一起执行现场。

“看到法院发放一大批执行
款，还有当事人送锦旗，觉得非
常感动，法院切实为百姓的幸福
生 活 保 驾 护 航 。” 全 国 人 大 代
表、河南省周口市东新区许湾乡
李灵希望小学校长李灵说，充分
感受到法院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
位。

同样“很受感动”的还有全
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潢川县驻郑
州流动党员党工委书记、省总工
会副主席黄久生，他表示，看到
了法官的精气神与百日大决战的
决心，“我相信在干警们的努力
下，绝对能啃下这块硬骨头，打
赢这场攻坚战。干警的决心和干
劲，值得点赞和佩服。”他说道。

“这是广大法院干警放弃休
息，成全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
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房山
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审判员
厉莉提出，希望社会能更加理解
法院工作。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淅川
县九重镇张河村党支部书记张家
祥表示，“执行难问题由来已久，
应该要大力加强普法宣传，法律
进学校、进基层，让大家知法、
懂法、守法，了解法律法规。提
高全民素质不是一时半会的事
情，应该常抓不懈，只有通过宣
传教育，国民素质提高了，才能
根本解决执行难问题。”

“加大执行的强制力度是非常
有必要的，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的
普遍重视。”全国人大代表、河南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李勤
说，“法院的工作没有最高的标
准，永远在路上，相信法院的工
作会越来越好。”

“执行法官很辛苦，有些案件
执行难度大。”全国人大代表、北
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海淀分公司
企业管理部主任李勇在泸州中院
观摩执行指挥时了解到，执行法
官要走五六公里山路才能到达执
行现场，建议要加强执行系统建
设。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 中 华 全 国
律师协会理事、天津市律师协
会副会长、天津华盛理律师事
务所主任才华提出，解决好执
行 难 题 ， 需 要 全 社 会 共 同 关
注，同时应促进社会诚信体系
建设。

■“智慧法院”建设全覆盖

“四川‘智慧法院’建设贯穿到各
个工作环节，有很多亮点。”6 月 25
日，代表们来到四川高院视察“智慧法
院”建设。全国人大代表、北京航星机
器制程有限公司（二三九厂）机械加工
部数控组组长戴天方感受颇多。

同样感触很深的，还有全国人大代
表，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市音乐家协会
主席关牧村，和全国人大代表、首都博
物馆首席研究馆员齐玫。关牧村告诉记
者，信息化建设应用及时，是“用在了
刀刃上”，节省了法官工作时间。齐玫
说，“智慧法院”建设与时俱进，说明
法院工作务实。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社会建设
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
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小云表示，四川
法院三级互联互通，有效实现了信息共
享，案件处理全过程的信息化，案件及
时追踪等。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西平县宋集

乡宋集村党支部书记刘香莲说，电子卷
宗随案同步生成系统、类案智推辅助办
案平台，都是创新的好举措。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公司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副总工程师羊
毅表示，四川法院的“智慧法院”建设
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规范办案，
提高了办案效率与公正度，为基本解决
执行难提供了技术支撑。

“‘智慧法院’建设让我耳目一
新，改变了以往对法院的印象。”全国
人大代表、河南省宝丰县赵庄镇大黄村
党支部书记马豹子告诉记者，信息化助
力法院工作，有效地解放了法官的生产
力，提高了法官的办案效率和质量。

■点赞法治文化建设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
森。”蓉城锦江之南，三国蜀汉故地，
武侯法院就坐落在这样一片蕴含着深厚
文化底蕴的土地上。

武侯法院的法治文化建设让全国人
大代表，河南开封市祥符区电影发行放
映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郭建华印象深

刻。“武侯法院倡导法官要‘平和、智
慧、品味’。这不仅仅是对法官的人文
关怀，更是从文化层面对法官做好本职
工作提出了价值引导，很难得。”

“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全国人
大代表、天津市公共交通五公司解放
南路中心车队 96 路驾驶员王艳看到了
武侯法院文化墙上雕刻的 《出师表》，
认为这体现了该院以人民为中心的宗
旨。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东莞市鼎泰
鑫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馨认为武侯法
院的法治文化建设“十分了不起”。她
表示：“武侯法院对文化的重视，让我
们感受到它对周边辖区的文化辐射，再
一次点赞。”

王馨感叹道：“四川高院在硬件、
软件方面建设得很好，文化建设尤其突
出，展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李庄法庭不愧是最美法庭。”6月
28 日，视察完李庄法庭，全国人大代
表，河南省沈丘县冯营乡李寨村党支部
书记，河南亿星实业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李士强表示，“李庄法庭有着光荣
的传统和辉煌的历史，文化氛围十分浓

厚，法官队伍训练有素。文化建设、
团队素质、装备条件都十分过硬，给
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法庭文化建设结合本地特点，
有自己的特色，应作为典型宣传推
广。”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安阳市
肿瘤医院 ICU副护士长黄玉梅说。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委员、
天津商业大学副校长邱立成提出，应
更加注重文化建设，加强普法工作。

■调解助力审判工作

“江宁法庭设置了家庭避难所，
有家的感觉。”全国人大代表、北京
首发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第三养护
管理中心工段长李俊丰说。

6月26日，代表们在江宁法庭观
摩了一起家事案件庭审。代表们对江
宁法庭的家事调解室印象颇深。“法
庭很温馨，有调解室、休息区，大大
方便了百姓解决问题。”全国人大代
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党委委员，
渤海镇长城国际文化村联合党委副书
记王全表示。

“江宁法庭重视家事审判工
作，还设立了专门的心理咨询
室，为百姓解决实际问题。”全
国人大代表、天津市东丽区华明
街道胡张庄村党总支书记杨宝玲
说。

心理咨询室也让全国人大代
表、郑州铁路局郑州北车站调度
车间副主任郅慧感受很深：“这
是从百姓需求出发，缓解当事人
心理压力，促进案结事了。”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栾川
县潭头镇拨云岭村党支部书记杨
来法认为，四川法院的创新意识
比较强，将家事调解放到了非常
重要的地位，有利于减少案多人
少的压力，促进社会和谐。他建
议，法院应进一步加大调解工作
的力度，充分发挥法院工作为人
民的作用。

“目前案件数量成倍增长，
案多人少的问题更加突出，关注
法官的身心健康非常必要。”全
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上蔡县朱里
镇拐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广东省深圳市全顺劳务派遣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全收说道。

“尽量让法院成为法律的最
后 的 防 线 ， 而 不 是 第 一 道 防
线。”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南
阳市雅民农牧有限公司职工赵昭
建议，多加强基层法院队伍建
设，鼓励支持建立调解工作室或
律师调解室，进一步增强诉前调
解队伍的高效专业，

6月28日下午，视察江安法
院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协调中心
后，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商丘
市第一实验小学党总支书记、校
长高阿莉表示，多元是方方面
面，让大家形成合力；化解是化
事、化人，融入育人的过程；协
调是公检法各个职能部门协调联
动，形成强大的调解机制。科学
的设置，有利于促进法治中国、
和谐社会的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开
封市汴绣厂刺绣工人程芳说：

“将矛盾细化，及时解决在源
头 ， 及 时 协 调 ， 减 少 了 案 件
量。法院将家事调解、未成年
人审判、心理辅导等问题及时
梳理，为以后的立案程序省去
了很多麻烦，多元化解矛盾纠
纷确实做得很好，也值得其他
法院借鉴和学习。”

“很多矛盾不需要诉讼就能
解决，让群众接受调解，有效化
解了纠纷。”全国人大代表、河
南省柘城县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
宋静说，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效果
很好，应在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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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内容：视察“智慧法院”建设，执行

指挥中心系统、类案检索比对系统、电
子送达（提交）平台

▲地点：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内容：视察诉讼服务中心、执行指挥中心，参观法制

教育基地法治武侯展区、法制教育基地廉政展区

▲地点：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江宁人民法庭
内容：观摩家事案件庭审

◀地点：泸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泸州市龙
马潭区人民法院
内容：观摩泸州“执

行大决战”誓师大会，
分组视察泸州中院执
行指挥中心、泸州市
龙马潭区法院现场

▲地点：宜宾县人民法院
内容：现场观摩宜宾县法院案件执行

▲地点：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容：分组视察诉讼服务大厅和法警支队文

化长廊，集中见证宜宾法院“夏日风暴、执行攻
坚”暨“全国人大代表见证执行”活动启动仪式

◀地点：宜宾市翠屏区
人民法院李庄人民法庭
内容：视察法治文化

长廊

◀地点：江安县人民法院
内容：视察江安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协调中心

广东上半年查扣冻结涉黑恶
案件金额超17亿元

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广东
警方打掉一批涉黑涉恶团伙，今年上半
年查扣冻结涉案资金超17亿元人民币。

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林伟雄介绍，
中央部署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广东警方紧盯中央明确的 10 类打击重
点，先后发起三次集中收网行动，打掉

一批“以黑护黄”“以黑护赌”“以黑
护毒”“以黑护私”的涉黑涉恶团
伙。在开展强力打击的同时，广东警
方将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与反腐败斗
争、基层“拍蝇”共同部署与推进落
实，将查处打击“黑恶村官”列为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内容，配合纪
委监察部门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
腐败问题。

广东省公安厅公布了今年上半年
一批扫黑除恶典型案例。

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副局长钱波
介绍，此次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特别强

调打断黑恶势力资金链，彻底摧垮其
经济基础，铲除其滋生的土壤。今年
上半年，广东省公安机关查扣冻结的
相关涉案资金超过17亿元。

为进一步调动群众举报黑恶势力
犯罪的积极性，广东省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广东省公安厅
联合制定出台了《广东省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群众举报奖励办法》，7月5日
起施行，有效期3年。举报事项经查
实并以涉黑涉恶罪名追究刑事责任
的，将依照办法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最高奖励人民币5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