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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保定高新区法院】

智慧法院建设成绩斐然
本报讯 日前，在最高人民法院

信息中心负责组织实施的面向全国的
2017 年智慧法院建设评价考核工作
中，河北省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以综合评分97.71分获得了
全省排名第一的好成绩。

据了解，保定高新区法院将智慧
法院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切实做到
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
抓。同时该院成立了信息化建设领导
小组，建立健全信息化建设相关管理

规定、使用细则、考核规定和培训制
度，强化制度执行，切实维护制度的严
肃性和权威性。为强力推进智慧法院
建设，提高运转的效率，该院特别确定
一名副院长作为负责智慧法院建设的
具体负责人，并且将涉及智慧法院建
设和管理的部门进行整合，由诉讼服
务中心进行统一管理，确保工作的效
率和效果，避免职责不清造成的相互
推诿，影响运转效率。

（岳丙寅）

【河南许昌魏都区法院】

集中约谈公职“老赖”

【四川自贡大安区法院】

扎实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本报讯 近日，四川省自贡市大

安区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陈
伟率队前往结对帮扶的牛佛镇双河
村，免费向80余户贫困户发放了价值
2 万元的优质鸡苗，为贫困户送去了

“自主造血”的“干细胞”。
为更好引导贫困群众走出困境，

走上自力更生的致富路，大安区法院

利用精准扶贫结对帮扶、城乡党建结
对共建等为契机，通过实地走访，对贫
困户的实际情况、养殖意愿、养殖需求
进行了摸底排查，并动员全院帮扶干
部共同集资购买了鸡苗。活动当天，
陈伟率队将鸡苗等运至双河村，现场
向贫困户搬运、发放了鸡苗和养殖知
识宣传单。 （龚 杰）

本报讯 7 月 25 日，河南省许昌
市魏都区法院召开涉公职人员失信被
执行人集体训诫约谈会。面对到场的
公职失信被执行人，该院主抓执行工
作的负责人严肃告知其不履行义务的
后果。

在执行高压下，仍有部分公职失
信被执行人抱有侥幸心态，认为自己
的公职身份会为其罩上“防护罩”，法
院不会对其采取强制措施。面对公职

被执行人的这种侥幸心态，魏都区法
院根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
展涉党政机关、公职人员案件集中执
行活动的通知》精神，集中兵力开展对
公职失信被执行人集中执行活动。

当天，在该院集中训诫约谈后，有
两名公职被执行人当场筹款履行了执
行义务，一名公职被执行人的丈夫因
抗拒、妨碍执行被拘留。

（芦 萍 季高峰）

搬“家”记
孙丽媛/口述 区鸿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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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陶 琛 通讯
员 李倩云 吴志群）近日，湖南省桃江
县人民法院收到来自中国湖南国际老年
产业博览会组委会的通告，尹某因失信
行为不符合组委会“十大孝星”“应具有
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遵纪守法，明礼诚
信”的评选标准，组委会决定撤销尹某
2017年度湖南省“十大孝星”称号。

桃江县鸬鹚渡镇玉溪村村民尹某
在与益阳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
司保证合同追偿纠纷一案中，因名下
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但拒不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2016年7月7
日被桃江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发现尹
某于2017年10月被评为湖南2017年
度“健康百年 福润三湘”尊老敬老系
列评选活动“十大孝星”。

随即，桃江法院根据《国务院关
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及
“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要求，与评
选活动的组委会取得联系，并发出了
司法建议，要求撤销尹某“十大孝星”
的称号。该组委会相当重视，在收到
桃江法院的司法建议后迅速落实，向
社会公众发布了通告，撤销了尹某

“十大孝星”的称号。

桃江法院司法建议立竿见影

“孝星”抗拒执行丢荣誉

宁夏中宁执行用上无人机
每 天 ， 当 清 晨 迎 着 朝 阳 走 进

“家”，蓝天白云下的审判法庭十分显
眼。我回想所经历的搬“家”故事，
自豪感油然而生。

县志记载：1950 年 11 月 14 日，
云南省马龙县人民政府设立司法科，
下设两个审判小组，受理辖区刑事、
民事案件，有科长、审判员、书记员
6人。1951年1月，撤审判小组，成
立马龙县人民法庭。1953 年 2 月 1
日，撤人民法庭，成立马龙县人民法
院。

2018 年 5 月 21 日，马龙县人民
法院变更为曲靖市马龙区人民法院。

从 县 人 民 法 庭 到 人 民 法 院 ，
“家”的办公地已经历数次变迁。12

年前，我走进“家”报到那天，记忆
中似乎没有感觉到冬天的寒冷。安静
的院子里，马龙县人民法院的牌匾在
阳光里闪闪发光，整个办公楼有四
层，一楼只有立案庭，其余全是朝外
的临街商铺，二楼是民事审判庭和执
行局，三楼是法院的行政办公区，四
楼是会议室。办公楼旁边是单独的大
法庭，法庭里还是过去电影院常见的
木制翻椅，稍不留神就叽喳作响，旁
边的小楼中零星分布着三个小法庭。
没有住房的年轻人，多安排住在法庭
后面的小隔间，条件虽然艰苦，每逢
雨天好多宿舍还需修补房顶，但一点
不影响年轻干警的朝气。

“轰隆隆……”一声声惊雷，一道

道闪电，瓢泼大雨倾泻而下，这是
2010 年 6 月 25 日夜间的一幕。由于雨
势较大，整个县城基本被淹，虽然抢救
及时，所有卷宗全部安全转移，但9辆
办公用车被淹，4个审判法庭、立案大
厅、12间羁押室、8间车库、门卫室、
职工食堂被淹，院内低洼处积水近2米
深。6月28日，遭遇百年一遇洪灾后的

第一个工作日，马龙法院人在断水、
断电，立案庭、法庭被淹的情况下，
临时立案处、临时信访处先开了工。

风雨过后总有彩虹。2010 年 10
月，马龙法院人搬进了宽敞明亮、庄
严肃穆的新审判法庭。抚摸着锃亮的
新“家”钥匙，一位 1978 年参加工
作的老同志说，从低矮破旧的临时办
公用房、租房，直到 1987 年，马龙
法院人才有了自己的“家”！

2014 年 11 月，马龙法院审判法
庭扩建项目正式竣工；2017年，在原
有3个数字法庭的基础上又新建2个
数字化法庭、1 个数字化审委会；
2017年5月5日，首次通过互联网直
播一起刑事案件并当庭宣判；2018
年，庭审直播系统全面更新，审判执
行实现全信息录入，案件影像资料实
现全程保存……

回想那些峥嵘岁月，至今感慨万
千。几度风雨春秋，当年想都不敢想
的发展都已经变成现实。我们很幸
运，我们遇上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时
代。

（作者单位：云南省曲靖市马龙
区人民法院）

图为马龙县人民法院现在的审判大楼图为马龙县人民法院现在的审判大楼。。图为马龙县人民法院旧址图为马龙县人民法院旧址。。

为帮助公众增强防范金融诈骗意
识，科学合法安全理财，山东省青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与上海财经大学青岛财富管
理研究院近日联合启动了金融安全知识
公益讲座社区行活动。活动主题是“多
一点金融知识学习，多一份个人财富保
障”，由上海财经大学青岛财富管理研究
院教师与青岛中院金融审判庭法官组成
志愿者团队，通过以案说法宣讲、面对面
答疑等，为公众普及安全理财知识。该
活动将持续两年，陆续走进全市百个社
区以及校园、军营等，传播金融安全知
识。图为青岛中院金融审判庭法官为社
区居民讲解防范金融风险知识。

时满鑫 摄

青岛中院联合高校开展
金融安全知识公益讲座

本报讯 （记者 赵 霞 通讯
员 李大军）“快看，法院执行连小飞
机都用上了,这阵仗真大，看来这次法
院是动真格了”。这是近日发生在宁
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人民法院执行现
场的一幕。

2016 年 12 月，被告薛某、张某因
资金周转困难向冯某借款5 万余元，
双方约定了借款期间利息和还款时
间。在借款期限届满后，经原告多次
催促，被告仍未偿还原告的借款，原告
冯某遂诉至中宁法院，要求被告偿还
借款及所有利息。中宁法院依法判决
后，被告薛某、张某仍不主动履行偿还
义务。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经多次
敦促，被执行人都以没钱为由规避执

行甚至开始玩起了躲猫猫。经向申请
人了解得知被执行人在老家有一片苗
木可供执行的线索后，法院决定对被
执行人名下苗木地进行查封。

但是当执行法官到达现场后发
现苗木地大约有近 40 余亩地，且周
围被大面积农田、河流包围，传统的
测绘、拍摄手段根本不能对其进行全
面拍照取证。为避免查封过程中的
不规范性及防止被执行人对查封苗
木进行转移出售，法院决定利用无人
机对该地整体概貌与细节进行录像
与拍照。通过无人机传输的画面，法
院确认被执行苗木地范围，对现场进
行抓拍录像，整个查封、取证过程仅
花了半个小时。

本报北京7月26日电 今天，中
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二
办公区召开“律师辩护制度改革实施效
果的实证研究”专题研讨会，最高人民
法院第四届特约咨询员、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副校长林维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刘斌教授出席会议。来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
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政法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华全国律师协
会、北京市律协的专家学者参加研讨。

“律师辩护制度改革实施效果的实
证研究”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伟担
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刑事诉讼
制度重大改革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
的子课题之一。与会嘉宾高度肯定了
课题的时代意义和在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及司法改革中的建设意义，并一致
认为由法研所承担这一课题非常合适
且十分必要。专家们结合课题提纲从
研究理念、基本立场、研究范围、研
究对象及重点、研究方法及预期目标
等方面提出了建议意见，贡献了真知
灼见，为课题下一步研究工作奠定了坚
实基础。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曹士兵对

最高人民法院两位特约咨询员及与会
嘉宾的到来表示由衷欢迎和感谢。他
说律师辩护制度改革是大家共同关心
的议题，课题组会梳理消化各位专家
的宝贵意见，以正确的理念、科学的
方法、多元的视角扎实开展研究，系
统集成研究成果；不仅要着眼于现实
的评估，还要着力于未来的推动；既
要客观反映改革成绩，也要发现和揭
示问题，避免研究结果“一边倒”“不
解渴”；要通过课题研究积极建言献
策，为切实推动中国律师制度的完善和
法治事业的进步贡献力量。

（徐 持）

“律师辩护制度改革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研讨会成功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