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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法智能化建设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姜佩杉）

7 月 26 日至 28 日，全国政法智能化
建设研讨会、全国政法智能化建设技
术装备及“雪亮工程”成果展在北京
举行。会展由法制日报社主办，法报
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和北京中
警卫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旨在
大力宣传政法智能化技术装备及运用
成果，为政法机关和高科技新装备企
业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共同为新时
代深化政法智能化建设把脉献策。

中纪委驻司法部纪检组原组长、

司法部原党组成员、中国监狱工作协
会会长韩亨林，司法部信息中心主任
李敬鹉出席研讨会并讲话。中国戒毒
工作协会会长肖义舜出席会议。法制
日报社总编辑张亚出席会议并致辞。

研讨会上为法制日报社近期举办
的全国政法智能化建设创新案例评选
活动评选出的“雪亮工程”“智慧法
院”“智慧检务”“智慧警务”“智慧
司法”十大创新案例、优秀创新案例
和十大解决方案提供商、优秀解决方
案提供商进行了颁奖。

近日，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的法
官们驱车一个半小时来到中楼镇马亓河村，公
开审理了一起口头分款合同纠纷案，许多村民
自发前来旁听。

村民李某在建筑公司打工时发生事故身
亡，建筑公司赔偿李某父母及妻子秦某死亡赔
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20万元。李某父母与秦
某达成口头分款协议，由李某父母分80万元，秦
某分40万元。协议达成不久后李母去世，李某
的哥哥意图分得部分份额，便与父亲一起将秦
某起诉至法院，追回分给秦某的40万元赔偿款。

据村干部反映，李某的哥哥在其弟弟死亡后
接连起诉秦某要钱、要房子，村民对其作为十分
反感。而且据村民反映，秦某嫁给李某后，孝顺
公婆、礼待亲友，李氏家族中人对秦某十分认可，

故该案在村中影响较大，村民议论纷纷。
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法官当庭作出裁定，

认定原告李某的哥哥不具备本案主体资格，驳回
其起诉。同时，认定死亡赔偿金并非遗产，其分
配应根据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与死者共同生
活的紧密程度及生活来源适当分割，原告李父撤
销单方毁约、既不合法，也违背公序良俗，于
是，依法驳回原告李父的诉讼请求。法槌一落，
旁听群众热烈鼓掌，为法官公平公正的判决叫
好。

图①：巡回审判现场。
图②：村民自发前来旁听。
图③：休庭期间，李氏家族长辈对法官诉说李

某哥哥的情况。
图④：宣判后，村民自发起立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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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改革开放之初，江苏省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刚刚重新组建，
此前实行军事管制。因此，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军转干部是法官队伍的绝
对主力，尽管他们学历不高，有的仅有
小学文化，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法律知
识，但依靠军人特有的意志品质和工
作作风，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处理问题
方式。特别是他们运用“情与理”开展
调解工作的技巧，让我受益终身。

1992年7月，我从中南政法学院毕
业，分配到了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是区法院第一位法律专业本科生。

我的第一个岗位就是书记员，当
时带我的审判员就是军转干部闫成
元。他是我职业生涯里的启蒙老师，
我们之间就像师徒关系。

当时，区法院只有一辆摩托车，主要
供法警使用，法官出门调查案件全靠自

行车。闫成元经常拎着一个帆布包，白
天上班装卷宗，晚上下班后用来买菜，给
老百姓的感觉就是没架子、很随和。

我经常与军转干部骑自行车走村
串户，听他们津津乐道地讲与群众打
交道的故事，成为我最为享受的时
刻。他们与基层干部相处得非常融
洽，了解情况细致入微，甄别是非能力
强，特别擅长化解村民之间的家庭矛
盾纠纷。

司法调解与当地风土人情融为一
体，作为一个仅懂得书本知识的大学生，
我对此感触很深。在那个年代，用“情与
理”的手段解决纠纷，的确行之有效。

1993年初，那时法院还有另外一
项任务——负责拆迁。我就跟着闫成
元挨家挨户去做工作，经常和百姓谈
到深夜，不厌其烦地沟通，整个动迁过
程，没有吵闹，出乎意料的顺利。

运用“情与理”与当事人打交道，成
为我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的一大法宝。

2001年夏，我承办某国有企业与其
下属车间十几名工人的企业租赁经营
合同纠纷案。全面了解案件的起因后，
我与合议庭成员一起赶到厂内，向企业
和工人宣传诉讼与安全生产的关系，采
取证据保全措施，取得了双方的信任，
工人们不再上访，双方同意调解。上午
开庭，下午调解，晚上达成调解协议，我

们与双方当事人一天都没吃饭。我开玩笑
说，就是运用“饥饿调解法”，让这起棘手的
民事案件得到了圆满解决。

1998 年，我由书记员升任审判员，手
持法槌至今已整整20载。岁月点滴记录
着我的成长进步。公司法出台后，我承办
了区法院第一件股东行使知情权纠纷案、
第一件公司解散请求权纠纷案。合同法
修改后，区法院受理的第一件代位权纠纷
案、第一件撤销权纠纷案由我主审。在国
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区法院第一件企业破
产案件也是由我主审……

如果让我介绍经验，那就是一名法官
应将冷冰冰的法律条文，通过自己的知识
和经验，将之转化为感性的、有温度的、群
众可接受的、可执行的裁判。这是闫成元
的经验在我身上的合理传承。

其间，我带的实习生学历越来越高，我
经常告诫他们，一名法官只知道书本上的
法条远远不够，还要了解社会背景和当事
人所想，必要时一定要去现场，接近群众、
深入实践、追根究底、情理交融，这样才能
了解客观事实，作出理性客观的判决。总
之，我要把经验再传承下去。

（单云娟系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民二庭庭长）

单云娟（左二）与徐州市鼓楼区法院“军转干部”法官合影。 单云娟（左四）与徐州中院的年轻法官合影。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珠海市香
洲区人民法院在当地公安部门的协同
下，妥善处置了一起劳动合同纠纷案。

罗某系珠海某房产顾问有限公司
保安。2014年5月，双方就是否继续履
行劳动合同和工资支付等问题产生纠
纷，该公司将罗某解聘，并将其宿舍强
制清场。罗某以其约1万元的财物丢
失为由向珠海市公安局拱北派出所报
案，就劳动争议向珠海市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并于2014年9月22日
诉至香洲区法院。该案经珠海两级法
院审理后，珠海中院于2015年8月12日
作出终审判决，判令该公司向罗某支付
工资及补偿金等共计24774.8元。

该公司未按时履行上述判决，罗
某于 2015 年 9 月 17 日申请强制执
行。经法院初步排查，被执行人无任
何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干警前往被
执行人的注册地址了解情况后得知，
该公司早已人去楼空，小区的物业服
务由新进驻该小区的珠海横琴某物业
公司提供，新公司称与被执行人无任
何关系，执行工作陷入僵局。

执行干警继续深入调查，工商登

记部门资料显示，珠海横琴某物业公
司与原公司在发起人、管理人员以及
股东等人员构成上存在交叉，且原公
司在前述判决作出前一天将法定代表
人由陈某生变更为陈某华。随后罗某
又向香洲区法院提交了一份书面通
知，通知内容显示，原公司在案件执
行过程中，为了正常经营，收取水电
费及物业管理费，指定其前法定代表
人陈某生的私人账户作为公司的收款
账户，通知其管理的小区业主向该私
人账户交纳物业管理费等。执行干警
初步判定原公司存在拒执行为。

香洲区法院致函珠海市公安局拱
北口岸分局，请求协查被执行人的法
定代表人陈某华。从警方反馈的信息
得知，陈某华系原公司前任法定代表
人陈某生的父亲，执行干警立刻根据
陈某华提供的手机号码通知陈某生到
庭进行调查。执行干警严正告知陈某
生有关拒执行为的法律后果，陈某生
当即表示，协调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立
即履行义务，并就财物丢失一事对罗
某进行补偿，由罗某向公安机关申请
撤销案件。 （肖红星 朱 炼）

公安协查让老板身份水落石出

珠海香洲区法院妥处一起劳动合同纠纷案

⇨⇨上接第一版 最高人民法院举办
方金刚同志先进事迹专题展，是对方
金刚同志坚守法治信仰、献身司法事
业精神的缅怀和弘扬，也是充分发挥
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广大干
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人民司法事
业拼搏进取、砥砺前行的重要举措，对
于促进人民群众更加了解法官，增进
对法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共同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具有积极作用。

周强强调，全国法院广大干警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方金刚同志信仰
法治、献身改革的崇高精神，坚定理
想信念，永葆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
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要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始
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积极参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强化党员意识，履行党员义
务，把对党忠诚落实到热爱党的事
业、执行党的决定、践行党的宗旨上，
体现在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实际行
动上。要坚定不移投身司法体制改
革，自觉服从改革大局，敢于担当、勇
于负责。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努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
益。要始终坚守共产党人道德操守，
恪守法官职业道德，坚持原则、清正廉
洁，树立人民法官良好形象。

周强强调，各级法院要把队伍建
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努力培养和造
就一大批政治过硬、敢于担当、本领高
强的好法官好干部，为人民法院工作
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要坚持严
格要求与热情关怀相结合，在思想上
真心关爱、工作上充分信任、生活上热
情关怀每一位干警，努力营造积极健
康、温暖奋进的干事创业氛围。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杨万明主持开幕式。方金刚同志生前
同事、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主
审法官阎巍，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模
范法官、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奥运
村人民法庭庭长刘黎在开幕式上发
言。

全国人大代表厉莉、李勇，全国政
协委员敖虎山，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
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部门
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负责
人，方金刚同志生前同事，法院系统先
进典型代表、干警代表等参观方金刚
同志先进事迹专题展。

坚定理想信念 忠诚履行职责
坚 持 司 法 为 民 公 正 司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