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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在前端 落在细处
——上海法院法官权益保障工作纪实

袁白薇 何忠婷

2016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2017年7月21

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将每年的7月21日设立为“上海法院法官权益保障日”。一年来，上海法院着力将法官

权益保障工作的重心从事后救济向事前防范转移，积极拓展法官权益保障的内涵和外延，将履职保障工作做在前端，

将履职保障工作做进干警心里。

深化完善 健全机制

全市各级法院充分发挥积极性和
创造性，探索法官履职权益保障工作
的新路径、新举措，不断丰富法官权
益保障工作的内涵，努力提升法官权
益保障工作的温度。

解决干警实际困难。上海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着力解决干警依法履职
中遭受伤害或者突发疾病情况下的就
医需求问题，与六家医院开展合作共
建，为干警构筑紧急医疗防护机制。
徐汇区人民法院通过建立“云医院”
医疗服务站，方便干警通过网络平台
视频接受专家医生的医疗服务。青浦
法院、松江法院、金山区人民法院等
也通过与区卫计委签署党建共建工作
协议，由区卫计委安排医护人员每周
两次志愿上门为干警提供诊疗服务，
为“健康法院”建设起到良好的推动
作用。

关爱干警心理健康。上海高院充
分发挥心理咨询志愿者队伍在法官权
益保障中的作用，由法院内部经验丰

富的心理咨询师志愿者组成心理辅导
小组，对权益受到侵害的当事法官
进行案前心理干预，同时做好案后
心理疏导，帮助法官及时调节情
绪。崇明区人民法院开展“悦心
角”建设，由法院内部已获得心理
咨询师资质的干警牵头，通过组织
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心理
调适活动，带动干警积极参与，缓
解心理压力，帮助干警管理情绪、
调整心态。

拓宽权益保障形式。上海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坚持精神家园建设
方针，积极打造“爱心妈咪小屋”、
干警子女寒暑假托班等暖心工程，
用爱心满足干警履职保障需求，为
干警解决后顾之忧，努力创造温暖的
工作环境。普陀区人民法院、宝山区
人民法院等通过举办各类健康养生讲
座，提高干警自我保健意识，鼓励干
警在履职过程中少顾虑多安心，以更
好的精神面貌投入到工作中去。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充分认识
到，保障法官依法履职对增强法官职业
尊荣感和使命感，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
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具有重大意义。早在
2013 年底，上海高院就启动了法官权
益保障工作。从最初实地调研到逐步建
章立制，从侵权个案处置到信息平台打
造，从法院内部合力到社会各界联动，
上海法院在先行先试中逐渐探索出了一
条具有上海特色的法官权益保障之路。

随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
定》 和最高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落实

〈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
定〉的实施办法》的相继出台，上海高
院对既有的法官权益保障组织机构和工
作机制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通过
梳理经验、健全机制，推动履职保障工
作深入持续发力。

打造有力的履职保障专业队伍。上
海高院领导高度重视法官权益保障工
作，上海各中院、基层法院积极贯彻落
实上海高院党组部署，坚持一把手负责
制，争做一线司法人员的“定心石”和

“主心骨”。除法官权益保障部门的专职
工作人员外，各法院相关业务庭室均配
备了具体的维权联络员，三级法院之间
建立了一支有机构、有人员的履职保障
专业队伍，使法官权益保障这项涉及多
部门、多任务的工作具备了有力的抓
手。

健全科学的履职保障规范体系。
2017年6月，上海高院根据中办、国办

《规定》 及最高法院 《实施办法》 要
求，结合实际，制定了《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关于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
职责的意见》，对法官在依法履职中的
各项权利给予充分保障，完善法官履职
权益受侵害的应对和处理机制，落实心
理疏导，保障休息、休假等权益，进一

步优化和明确了法官权益保障职能部
门和机构职责。在此基础上，全市各
级法院制定了相关实施细则，努力打
造上下协调的规范的法官权益保障制
度体系。

制定严谨的履职保障处置预案。
在具体处理每一起法官履职权益受侵
害案件的过程中，上海法院实行全市
各法院直接负责与上海高院专门机构
指导督办相结合的双轨模式，遵循

“分级负责、各司其职、共同担当”的
原则，由各法院法官权益保障专门机
构牵头，按照应急处置、调查取证、
依法惩处和跟踪反馈的流程予以及时
妥善处理。

依法处理侵害法官权益违法行
为。全市各法院加强对个案中侵害法
官依法履职权益行为的惩处，坚决打
击危害审判执行秩序和法院干警人身
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青浦区人民法
院依法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在法院内暴
力伤害法警的一被告人有期徒刑十一
个月；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殴打
执行法官的当事人作出司法拘留十五
日的决定，并积极对受侵害干警进行
关怀慰问；长宁区人民法院依法对威
胁、侮辱、诽谤法官的行为人作出罚
款 5000 元的决定，并及时澄清事实，
消除不良影响。

凝聚多维的履职保障工作合力。
2017年7月，上海高院与上海市公安局
共同制定了 《关于保障法院及其工作
人员依法正当履职惩治严重扰乱司法
秩序行为的若干意见》，建立有针对性
的指挥、部署、协调机制，加强风险
预警和应急处置。各基层法院与基层
政府、村 （居） 委会建立联动机制，
协调开展综合防范、应急处置以及对
侵权人的教育惩戒工作，共同构筑保
障法官依法履职的钢铁围栏。

随着法官权益保障工作的深入开
展，上海法院及时调整工作重心，立足
风险预警，加强风险防范，努力织牢一
张严密的履职保障安全网络，为法官营
造安心、优质的审判环境。

完善案件风险综合分析评估机制。
上海高院通过日常舆情搜集和定期态势
分析，重点掌握矛盾纠纷尖锐、对立
情绪严重、当事人有暴力倾向等高风
险案件，由多部门加强协同配合，仔
细排摸其中的风险环节，落实防范责
任。同时，依托上海法院法官权益保
护信息平台，汇总分析全市侵害法官
权益事件数量、侵权类型分布、侵权
地点分布、涉案案件类型分布等，实
时反映和分析全市法院相关工作动

态，为法官权益保障工作风险研判提供
重要参考。

强化履职安全培训指导。上海高院
通过发布《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
职责读本》，制作图片展板、实物展示
和专题视频，对全市法院干警开展全方
位、多角度的履职保障集中宣传教育活
动。组织有经验的履职保障工作人员，
解读相关政策规定，传授安防技能，通
过案例教学、现场演示、观看视频、讲
解处置流程等形式，加强安全知识和自
救措施专题培训。

引导当事人规范行使诉讼权利。上
海高院根据相关规定，结合法官权益保
障工作实际，从配合接受安检、遵守法
庭纪律、遵守法院秩序、合理表达诉

上海各级法院充分发挥履职保障
职能部门自身主观能动，优化资源配
置，强化部门统筹联动，多措并举，
努力保障法官依法履职权益。

规范履职保障操作流程。长宁法
院结合工作实际，编印《依法保障干
警权益场景应对指南》，用漫画形式
为干警提供侵害救济的行为指南，对
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侵害情形进行
梳理归纳，切实提高保护干警合法权
益工作的实用性、有效性。上海铁路
运输法院针对该院集中管辖案件不断
增多、安全保障压力持续增大的实际，
编写制定《突发事件应对处置指南》，
以“快、前、合、细”四字诀，采用“卡片
式”编排方法，列举说明法院及周边 4
类区域42种特情处置的操作流程、注
意事项、执法依据，并配以相应案例，
增强可操作性。

提高安全保卫工作效能。静安区
人民法院充分配置资源，强化法院内
部安全保障，成立由司法警察和特保
队员共同组成的应急处突小分队，安
排特保队员共同参与法院日常的安全
保卫及公共区域秩序维护。杨浦区人
民法院对有可能发生突发情况的高风
险案件周密部署应急预案，充分发挥
监控系统功能，提前发布预警信息，
就近调派警力协助稳控事态，早发

现、早到场、早控制，有效提高法院
公共区域、重点要害部位的安全防范
能力。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
海海事法院、闵行区人民法院、虹口
区人民法院等也坚持以综合防范为重
点，狠抓安全检查，增加安保力量配
备，升级安防设施，充分利用一键报
警、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提升法院安
全保障能力。

强化部门配合统筹联动。奉贤区
人民法院高度关注个案保障，通过建
立高危案件配套保护措施，对案情复
杂、矛盾突出等有较大危害法官依法
履职风险的案件，提前采取增派法警
值庭、护送法官上下班等预防措施。
对上门纠缠、威胁法官的行为人，及
时与属地公安机关及社会综合治理机
构相协调，加大群防群治工作力度，
保障干警安全、安心履职。

努力维护法官名誉权益。黄浦区
人民法院制定《黄浦区人民法院关于
互联网上干警权益维权办法 （试
行）》，通过明确适用范围、办理流
程、处置办法、防范措施，为互联网
上法官权益的维护工作提供制度保
障。松江区人民法院研究建立法官名
誉保障机制，利用媒体平台对不实举
报进行澄清，恢复法官名誉，维护法
官职业尊荣。

关口前移 加强防范

求、依法行使权利、配合诉讼行为等
方面，就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
诉讼活动中的行为规范进行正向指
引，就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禁止

的事项进行列举提示，引导当事人规
范参与诉讼活动、依法行使诉讼权
利，从源头防范侵害法官权益行为的
发生，保障法官依法履职。

聚合资源 维护权益

形式丰富 温暖走心

盛方奇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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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机制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通过梳
理经验、健全机制，推动履职保障工作深入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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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南门市场综合开发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惠英、侯岚
与被告苏州苏净安发空调有限公司、苏州市南门市场综合开发
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本院（2018）苏0508民初28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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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被告人东亮等4人生产、销售假药的
行为，违反了药品管理的法律法规，影响不特定消费者的生命健
康权，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民事公益
诉讼，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
支持起诉。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
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发出公告，请拟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在本公告发出30日内将有关情况书
面反馈本院。邮寄地址：吉林省大安市人民检察院（大安市江城东
路），联系电话：0436-5292285。 吉林省大安市人民检察院

本院在执行刘阳与胡俊杰、李红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在淘宝网第一次拍卖登记在李红莉名下的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益海园 2 栋 2-16-4 号房屋，评估价玖拾伍万柒仟捌佰元整
(95.78万元)，其他有关事宜，请登录淘宝网查看公告及须知(网
址 ：https：//sf.taobao.com／) 联 系 人 ：庞 法 官 ，电 话 ：0411-
82793359。 [辽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洞口雪峰贡米有限公司、洞口亿新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湖南迪科置业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洞口雪峰贡米有
限公司、洞口亿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湖南迪科置业有限公司破
产重整一案，并指定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为洞口雪峰贡米有

限公司、洞口亿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湖南迪科置业有限公司管
理人。洞口雪峰贡米有限公司、洞口亿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湖
南迪科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8年 9月 1日前，向湖南
天地人律师事务所（通信地址：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雪峰广场洞
口宾馆二楼 202 办公室；邮政编码：422300；联系人：瞿新科律
师，电话：13308410585）申报债权。如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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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洞口雪峰贡米
有限公司、洞口亿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湖南迪科置业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年 9月 11日上午 9时在洞
口县雪峰广场洞口宾馆二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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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湖南]洞口县人民法院

山西国启恒商贸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申请人华龙光通信技
术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山西国启恒商贸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7)同仲裁字第125号

《大同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被申请人山
西国启恒商贸有限公司到本会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本会联系电话：0352-6026602。 大同仲裁委员会

深圳市和顺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州市达
生市场推广有限公司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粤
0306民初7417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组
成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判令：一、被告立即向原
告支付拖欠活动费用合计人民币72,053.4元；二、被告按照合同

约定每日万分之五为标准向原告支付从应付款之日起至实际还清
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至2017年7月24日违约金合计人
民币45,660.41元）；三、本案公证费3,300元及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并定于期满后即
2018年10月9日上午10时15分在本院西乡法庭第七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王仁乐、吴振成、谢盛贵、陈伟常、刘丽娟、陈锡豪、邓伟玲、方锡
炎、方旭君、何丽芬、何东华、胡杰、颜娟仂：本院受理(2018)粵0303民
初8196—8199、8201、8203-8205号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系列案，因无法以其他方法向你们直接送
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开庭时间定于2018年11
月6日9时3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第二十六审判庭。请准时到庭，逾期
则依法裁判。 [广东]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严勇成、于芳、张雪耀、方赛珍、曾琦、刘来琴、张勇、李蕊、陈红
球、党晓东、姜华、刘涛：本院受理(2018)粤0303民初8221-8224、
8226-8229号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诉被告严勇成、
于芳、张雪耀、方赛珍、曾琦、刘来琴、张勇、李蕊、陈红球、党晓东、姜
华、刘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采用其他送达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及应诉材料。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开庭时间定于
2018年10月11日14时3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第二十五审判庭。请
准时到庭，逾期则依法裁判。 [广东]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李康斌：本院已立案受理吕琼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在本院夏塘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南]耒阳市人民法院

常俊庆、郭永春：本院受理原告王用成诉你们提供劳务者受害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一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山西]屯留县人民法院

李东平：本院受理原告廖义学诉被告王志刚、李东平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去向不明，以法定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作风效能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原告要求：被告王志刚、李东平归
还其借款4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6日内。本案定
于2018年10月2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民事审判一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富顺县人民法院

王闽翔：原告高丽蕊诉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高丽蕊
申请对福安市赛岐镇店前村74号隔壁1层101号房产进行价值
评估、鉴定。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选择鉴定机构通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审管办公开摇号选择鉴定机构，逾
期未到视为放弃参与摇号的权利。 [福建]福安市人民法院

王闽翔：原告钟仕富、郑佺妹诉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
钟仕富、郑佺妹申请对福安市赛岐镇店前村74号隔壁1层102号
的房产进行价值评估、鉴定。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选择鉴定
机构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审管办公开摇号选择鉴定机构，逾期未到
视为放弃参与摇号的权利。 [福建]福安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刘月娥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周惠湘失踪一案，经
查：被申请人周惠湘，男，汉族，籍贯：湖南省株洲市，1995年10月20日出
生，住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竹山居委会板塘组42号，公民身份证号码：
430203199510207038，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周惠湘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彭司胜申请宣告彭翠芝失踪一案，经查：彭翠芝（女，
1979年4月20日出生，土家族，身份证号码：433125197904203546，住
保靖县迁陵镇昂洞村126号）于2013年4月15日外出务工，没有与家
人联系，已下落不明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彭
翠芝本人或者知道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
不明，本院将依法宣告彭翠芝失踪。 [湖南]保靖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谭敏佳申请宣告被申请人李葡容失踪一案，
经查：被申请人李葡容，女，1982年6月16日生，住耒阳市三都镇三
都村7组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
希望李葡容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耒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文娟申请宣告李广文死亡一案，经查：李广文，男，1963
年5月9日出生，吉林省蛟河市新农街道巴虎村巴虎屯人，身份证号码
220281196305094237，于2000年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李广文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
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吉林]蛟河市人民法院

本院已受理李保海申请宣告饶祖芬死亡一案，经查：饶祖芬，女，1968
年6月29日生，汉族，四川省珙县人，原住山东省高青县花沟镇八前村，公民
身份证号码370322196806293128，于2008年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饶祖芬本人或知道其下落的人与本院
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山东]高青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1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苗苗申请宣告杨三
英失踪一案。申请人李苗苗称，被申请人杨三英与其系母女关系。
申请人李苗苗 2003年 7月因意外事故死亡后几日，杨三英离家出
走，至今都杳无音讯。下落不明人杨三英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
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
明人杨三英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杨三英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杨三英情况，
向本院报告。 [山西]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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