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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速递

7月16日至20日，来自广东、广西、湖南、海南4个代表团的31位全国人大代表来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漠河市人民法院、大庆市中级

人民法院、大庆市高新区人民法院、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启了为期5天的对黑龙江法院工作的视察活动，深入

了解黑龙江法院在信息化建设、破解执行难、文化建设和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向代表们介绍了今年以来人民法院工作及“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并

希望各位代表多到法院视察指导执行工作，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执行工作。

从南到北 感受司法的温度与力度

代表们在黑龙江高院执行指挥中心观看“基本解决执
行难”专题片。

代表们视察漠河市人民法院院史馆。 代表们在大庆市中院执行指挥中心见证案件执行。

□ 本报见习记者 万紫千 文/图主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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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内容：视察文化大厅、新闻发布厅、信息中心

机房、员额法官监督墙、院史馆、图书馆、诉讼
服务中心

▲地点：漠河市人民法院
内容：旁听庭审，视察廉

政长廊、诉讼服务中心、院
史馆、党员活动室

◀地点：大庆市高新区人民法院
内容：视察诉调对接情况、未成年

人犯后帮教平台、文化长廊

◀地点：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容：见证案件执行，视察诉讼服

务中心

▼地点：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乘
风人民法庭
内容：视察法官办公区、会客厅、

荣誉室及道德讲堂

▼地点：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容：观看“基本解决执行难”专

题片，观摩打击拒执案件庭审现场和
见证现场执行行动

■信息化建设
迈上了新台阶

“我从祖国最南的天涯海角来
到祖国最北的漠河法院，法院的各
项工作尤其是信息化建设，值得我
们学习，经验也值得推广。”7月17
日，视察了漠河市法院后，全国人大
代表，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
党支部委员、潭门镇海上民兵连副
连长、潭门渔民协会副会长王书茂
感慨地说道。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
区畜牧研究所副所长廖玉英认为黑
龙江基层法院管理十分规范，信息
化程度高。

在漠河市法院，代表们旁听了
一起案件庭审，全国人大代表，广
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副院长、副主任医师，农工党梧州
市委员会常委甘楚林表示，案件开
庭可同步录音录像，这很了不起，
法院的信息化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六届人
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常委会民族
工委主任邓泽永告诉记者：“当下法
院的执行工作攻必破、行必果，这些
都与法院的信息化建设分不开。”

“如今，法院从立案到送达再
到执行都可以在网上操作，通过互
联网把被执行人的房产、存款查询
出来，可以说是把大数据充分地应
用到法院的各项工作当中，提高了
工作效率，也给老百姓带来了实
惠。”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
治区北海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社
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兼），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党
组书记莫华福说道。

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广东省
委会副主委、汕尾市委会主委，汕
尾市政协副主席，陆丰市物资总公
司副总经理李秉记认为，黑龙江法
院是智慧法院、数字法院，通过互
联网、数字化，更加高效有力地提
高法院工作的准确度，“希望最高
人民法院可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推广到全国各地。”

■执行工作
决胜之年充满信心

此次视察，令全国人大代表、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老师李杏玲印象
最深的是黑龙江高院院长石时态对
执行工作的表态：“以最有效的方
法加大执行力度，以最严厉的措施
管理执行队伍，以最积极的态度推
动执行信息化建设，以最强大的声
势宣传执行工作成果。”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江门市
工商联（总商会）副主席（执行会
长），广东千色花化工有限公司董
事长黄达昌表示“很佩服黑龙江法
院的执行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
区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关礼告诉
记者：“在克服案多人少、解决执
行难等问题上，看到了黑龙江法院
的干警们努力发扬司法为民的理
念，忘我地工作，确确实实为司法
公正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作出了很
多牺牲。”

“我见识过各式各样的执行难
问题，也深知法院的困难。”全国
人大代表、湖南株州醴陵市醴泉窑
艺陶瓷有限公司总设计师（艺术总
监）黄小玲建议法院可以多走进基
层，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了解法
律，从源头进行预防。

7 月 18 日，代表们见证了大庆
中院干警的现场执行，全国人大代
表、海南省农垦五指山茶叶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琼中乌石白马岭分公司
技术员符小琴表示，这是她第一次
这么近距离的感受法院工作，“从来

没想过法官的工作那么辛苦，尤其是执
行工作。”

7月20日，代表们在哈尔滨中院观
看“基本解决执行难”专题片并见证现
场执行行动，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青
联副主席，揭西县凤江镇凤北村党总支
委员、村委会主任助理王玲娜表示：

“作为一名老代表，我曾参与过一次法
院的视察活动，当时还没有执行指挥中
心的现场连线，这次在哈尔滨中院看到
执行现场连线，感到法院的工作特别高
效，主动性更强了。”

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湖南省委会
副主委，湖南师范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
学学院院长、高性能计算与随机信息处
理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谢资
清表示：“以前的执行工作都是采取传
统的方式，如今又有了很多创新，比如
网络拍卖，使得办案更加透明，让老百
姓的幸福感、获得感越来越强。”她表
示对今年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充满
信心。

■诉调对接
让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

在漠河市法院参观了黎湛龙调解室

后，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怀化市靖州
苗族侗族自治县渠阳镇江东大笋村农
民、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靖隆养殖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朱登云十分敬佩这位退休
法官。“退休后，黎湛龙义务无偿地从
事调解工作，为人民服务，精神令人点
赞。”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邵阳纺织机
械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兼总设计
师、化纤设备研究所所长吴继发表示：

“漠河市法院充分发挥退休法官的余
热，黎法官十几年如一日在诉调对接室
义务工作，成功调解了几百起案件，当
事人双方满意，同时也减轻了法官的工
作劳动强度。”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怀集县连麦
镇长岗村种养专业户徐建贤认为大庆高
新区法院的诉调对接做得很好，“很多
事情其实不用打官司，如果用调解的手
段解决会更好，有利于社会稳定，也有
利于减少案多人少的矛盾。”

“以前，老百姓不愿意用法律解决
问题，现在不一样了，大家有事都愿意
找法官，通过法官的调解、法院的判
决，让很多纠纷都能够化解在萌芽状
态。”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
田阳县那满镇新立村党总支部书记、村

民委主任罗朝阳说道。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中小企业协会

副会长，广东省清远市中小企业协会会
长、市工商联副主席，广东远光投资集
团董事长兼总裁蔡仲光认为大庆高新区
法院的调解工作体现了“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司法服务
细心周到人性化

7月18日，代表们视察了大庆中院
诉讼服务中心。“我看到法院为来访群
众提供诉讼指引，还提供了茶水、雨伞
等，想得十分周到，真正做到了为人民
服务。”全国人大代表、湖南时代阳光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唐纯玉说
道。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家事
审判区，这里设置了单面镜室、未成
年人观察室、心理咨询室、儿童托管
区……”跟随讲解员，代表们来到了
大庆中院的家事法庭，这里给全国人大
代表、广东省高州市果留香石榴专业合
作社社长温锦玲留下了深刻印象，“圆
桌审判台充分体现了法院服务的人性
化，法院用公平正义的天平维护起家庭

的和谐稳定。”她说道。
在大庆高新区法院，代表们视察

了未成年人犯后帮教平台，全国人大
代表，广东省饶平县海山镇东港村党
总支委员、村委员会副主任沈禧娜用

“到位”和“感动”来形容自身的感
受，“全过程、全方位的纠正未成年
人的行为，也预防了未成年人犯罪，
十分细心周到与人性化。”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建筑第五工
程局有限公司总承包公司项目质量管
理员邹彬同样很受感动，“我十六岁
就出来工作了，因此很关注未成年人
犯后帮教平台，这个举措正确引导未
成年人犯，最终也有利于他们回馈社
会，十分人性化，也很有必要。”

“通过心理辅导，建立未成年人
犯后帮教平台，让未成年人回归正常
的生活，对他们今后的成长十分重
要。”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连南瑶
族自治县寨岗镇山联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何桂芳说道。

■党建文化
既有高度也有温度

“这不仅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

监督。”观看了黑龙江高院员额
法官照片墙后，全国人大代表，
湖南省湘潭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副主任李江南说道，“高院
的文化建设很到位，书香气息浓
厚，每位干警都在学习，在这种
氛围下，干警们脸上体现出来的
精气神，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对于黑龙江高院定期举行的
法院开放日活动，全国人大代
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院副
院长李建安赞叹不已，“开放日
活动是很有意义，也是很有效果
的举措。”他说道。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陵水
县英州镇母爸村党总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陈飘认为，开放日活
动有利于增强民众近距离地了解
法院。

漠河市法院的党政建设给全
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湘绣研究所
新蕾刺绣部主任成新湘留下了深
刻印象，“根据地方特色，推出
了许多标语，比如‘北是方向，
法是指引’‘最北最冷最忠诚，
最偏最远最放心’，有高度，也
有温度。”

全国人大代表，珠海威丝曼
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行政经
理孙媛媛点赞了漠河市法院的党
建文化，“他们的党建工作是实
实在在的，各种文化展示是法院
干警用心呈现的，我觉得党建文
化应该提倡脚踏实地，而不是只
有空洞的标语口号。”

在大庆让胡路区法院乘风
人民法庭，干警们定期讲述身
边的道德故事，这种党建方式
的创新令全国人大代表、湖南
湘能华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研
发部部长苗振林耳目一新，深
受感动。全国人大代表、广西
民族大学影视创作中心副主任
樊一平同样表示感受到了法庭
浓浓的文化氛围。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
治区林业生态工程质量监督站站
长，农工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兼）覃建宁感慨
地说，从黑龙江省法院到基层法
院的文化建设是一脉相承的，非
常有亮点。

视察活动结束后，石时态
表示，将认真总结视察活动成
果，切实转化为推动法院工作
发展的不竭动力；切实树牢接
受监督意识，扎实推进接受人
大 监 督 常 态 化 ； 坚 持 司 法 为
民、公正司法，全力开创司法
事业发展新局面。

浙江永嘉破获走私废物案 截
获300余吨“洋垃圾”

7月26日，浙江省永嘉县公安部门
表示，永嘉警方日前联合多部门破获一
起非涉税非法走私案，截获300余吨旧
服装。

今年5月20日，永嘉县打私办在对
永嘉各码头进行日常巡查时发现一可疑
船只，随即联系温州海关缉私分局排
查。温州海关工作人员发现，货船“佑

金 18”号从韩国出发入境温州，船
上的货物均为旧服装，是我国明令禁
止进口的洋垃圾种类。因该案为非涉
税案件，随即移交永嘉公安查办，一
起非法走私废物案浮出水面。

经办民警发现，今年 3 月以来，
犯罪嫌疑人张某、杨某某等先后被雇
佣至“佑金18”号货船。4月至5月
20日，“佑金18”号货船两次从温州
出发至韩国釜山，再从釜山装运旧服
装至永嘉县桥下镇浦石码头。

张某、杨某某等人未经中国出
入境机关批准非法出入中国国境，
且明知“佑金 18”号货船未经温州

海关批准入境的情况下，仍为该货
船提供帮助，运送 300 余吨旧服装
至永嘉。

因涉案物品较多，永嘉公安成立
专案组，经过分析研判，初步确认涉
案船员的身份信息，在广东警方的配
合下，于 5 月、6 月先后 3 次前往广
东，在广州、惠州等地抓获4名涉案
船员。

办案民警表示，警方将择日销毁
涉案的300多吨旧服装。目前，该案
件涉案嫌疑人张某、杨某某等4人均
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
在进一步侦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