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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牵手慈善

春风拂过草原
乌兰图雅 乌日汗 乌日古木拉 口述 海 峰

20 世纪 90 年代新巴尔虎右旗法院巡回办案场景。
2018 年新巴尔虎右旗法院巡回审判车驶向牧
资料图片 民家门口。
海 峰 摄
今非昔比、沧海桑田，改革的春
风拂过巴尔虎草原，不朽的信念指引
着法院人的前进方向。有这么 3 个
人，在不同的年代踏入法院，用同样
的精神见证了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
右旗人民法院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制进
程。
1995 年落叶纷飞的季节，乌兰
图雅怀着对法律事业无限的憧憬，通
过考试融入了法院的大家庭。那时的
她被分到民庭当书记员，当时的法院
还 是 二 层 小 楼 ， 全 院 上 下 不 足 30
人，一年案件量不到 300 件。初来乍
到的那几年，她跟着几名老法官在刺
骨的风雪中推过车，在闷热的夏夜里
印过字。院里就一台车，车况也不
好，更多的时候是租车下乡，偶尔还
骑着摩托、骑着马在草原上寻找当事
人。她说，在没有电话、没有旅馆的
年代每次下乡都像是一次远行，四五
个人带着厚厚的卷宗，一走就是十多
天，因为牧民游牧生活的习俗，在哪
儿碰到当事人就在哪儿开庭审理。公
社也没有旅店饭店，所以经常在公社
的办公室或亲戚朋友的毡房借宿几
天。民间风俗淳朴善良，热情好客的
当事人做饭给他们吃，他们也能讲讲

法律，体恤民情。那时还没有电脑打
印机，书记员的工作还完全处在手写
阶段，印刷各种文字材料只依靠一个
还不太熟练的打字员和一台经常卡纸
的油印机。与此同时书记员断档的情
况也开始呈现，有时只能是法官之间
互相做笔录。
2008 年冬至，8 名法律科班出身
的公务员正式上岗，乌日汗就是其中
的一员。新巴尔虎右旗法院不仅新建
了 4000 多平方米的 4 层办公楼，还为
两个派出法庭都配备了一辆桑塔纳轿
车和一台陈旧的笔记本电脑。乌日汗
被安排到赛汗塔拉法庭担任书记员。
她说还记得那天抱着装在纸盒箱里的
案卷前往位于达石莫镇上的法庭，虽
说是个平房，却能开庭也能住宿，冬
天很冷，雪很大，屋里的火炉烧得很
旺，扫雪的场景历历在目。电话在牧
区初步普及，法庭办案从就地开庭审
理转变成电话立案、预约开庭，书记
员做笔录也升级为电脑打字。但庭审
笔录无法及时打印装订，每个周末都
带着笔录回院里打印，尽管院里只有
一台打印机，排队等候的一帮人却乐
此不疲。除此之外，每个月末还得把
手填的案件登记表送到网络管理办公

大连旅顺口区设立司法救助慈善基金

整理

乌日古木拉 （左）、乌兰图雅 （中）、乌日汗在法
院内。
海 峰 摄

室，做统一的立案汇总。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受理案件数
逐渐增多，与前些年相比整整翻了一
倍。2013 年，院里自筹资金购置了全
区法院第一台多功能巡回审判车，集立
案、审理、裁判、送达、远程遥控、监
控为一体，有效融合“办案+宣传”模
式，完成了从“马背法庭”到“车载法
庭”的变革。审判车从春花烂漫到白雪
皑皑，承载着新时代法院人的使命飞驰
在草原上，车上的乌日汗一直默默驻守
在派出法庭。
2018 年春节刚过，研究生乌日古
木拉就背着行囊站在法院大楼面前。如
今的法院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受理案
件呈“井喷”态势，队伍建设、文化建
设、基础建设亮点纷呈，司法改革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数字法庭从标

清演变为超清，立案庭也更名为诉讼服
务中心，网上立案、12368 热线投入使
用，电脑打印机、微信、CoCall、新一
代的巡回审判车全面普及，审判管理系
统不断升级完善，语音转写系统使庭审
进入智能识别时代……
23 年的时光悄悄流逝，见证了法
院的发展，也坚定了法院人的信念。乌
兰图雅、乌日汗、乌日古木拉三人，在
不同的年代，用相同的使命浇灌着法律
的参天大树，为牧民们撑起了一片心灵
的乘凉之处。
（乌兰图雅系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右
旗法院执行局局长
乌日汗系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右旗法
院赛汗塔拉法庭副庭长
乌日古木拉系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右
旗法院法官助理）

本报讯 近日，辽宁省大连市旅
顺口区人民法院与该区慈善总会共同
签署了 《关于建立法院司法救助慈善
基 金 的 方 案 （试 行） 》（以 下 简 称
《方案》），并当场对因伤致贫的申请
执 行 人 霍 某 给 予 了 10000 元 慈 善 救
助，这标志着该司法救助慈善基金正
式设立和运行。据悉，这是大连首家
牵手慈善机构，化解“执行不能”的
法院。
该 《方案》 分为总则、基金的募
集、基金的使用程序和基金的救助主
体、对象和适用情形，以及法律责任
等共六章、二十五条。救助基金的来
源主要是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
的捐助、捐赠，并由区慈善总会负责
该基金的运营及管理。
据了解，第一位受到司法慈善救
助的对象霍某是一起执行案件的申请
执行人。2012 年，霍某在被执行人
宋某的机械加工点绞伤右臂，导致上

位截肢，法院判决宋某赔偿霍某各项
损失合计 236851 元。案件进入执行
程序后，执行人员发现被执行人宋某
无任何可供执行财产，且老伴长年患
病，债台高筑，丧失履行能力。申请
执行人霍某一家经济窘迫，霍某的丈
夫 2011 年因外伤入院治疗，肺功能
严重受损，15 岁的女儿因父母伤病
辍学。详细核实双方当事人实际情况
后，旅顺口区法院和区慈善总会决定
对 霍 某 给 予 10000 元 救 助 基 金 的 救
助。
“法院‘牵手’慈善机构设立司
法救助慈善基金，是对整合社会资
源、吸收社会慈善力量参与司法救
助，形成多元化司法救助模式的有益
探索，对助推‘执行不能’案件的有
效化解必将起到积极作用。”旅顺口
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远令
说。
(王军忠 闫 顺)

【江苏南通中院】

启动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试点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
级人民法院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智
能扫描中心正式启用。
据了解，该院电子卷宗随案同
步生成智能扫描中心位于诉讼服务
大厅内，与智能云柜室相邻。通过
科学合理地完善扫描工作各项流
程，强化与智能云柜系统的对接，
该中心可以实现材料流转快速、留

痕、智能，并用较短时间配齐高速
扫描仪、专用电脑、打印复印机等
专业设备。通过引入专职扫描服务
团队，打造设备精良、人员专业的
高品质扫描队伍，南通中院实现了
诉讼材料实时同步扫描、实时上
传，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工作成
效显著。
（张桂花 古 林）

【河南济源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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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执行干警现场核对被执行人身份及住
址信息。
图②：执行干警与被执行人进行谈话。
图③：一被执行人到法院履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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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一笔 2 亿元的执
行款汇到了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
的执行案款账户中，一起标的额 6.7
亿余元的执行大案至此全部履行完
毕。
据了解，2007 年 6 月，国家开发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以下
简称国开行） 及浦发行银团与济源市
济晋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济
晋高速） 签订合同，约定向济晋高速
出借 8.19 亿元。2016 年 5 月，由于济
晋高速未按约偿还当月借款本金，国
开行提起诉讼。最终河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判决济晋高速向国开行、浦发行
支付 6.7 亿余元。

济源中院受理该案后，聘请专业
机构对济晋高速进行审计评估，最后
只对济晋高速一部分账户进行冻结，
既保证了济晋高速公路的正常运行，
又让国开行能够尽快收到执行款。之
后，济源中院提出了将济晋高速进行
整体拍卖的思路，得到了济晋高速和
国开行的一致赞同，由此很快引来了
第三方公司对济晋高速的收购。随
后，一笔笔执行款被划转到济源中院
的执行案款账户上。近日，
最后 2 亿元
执行款到账，整个案件所执行金额全
部结清。最终该案受到了申请执行人
和被执行人的高度评价和一致认可。
（常晓山）

采用不动产网络司法查控平台

刘祝羽 周 旭 文/图
执行力度。
活动当日共执行案件 188 起，拘传被执行人 24
人，执行结案 19 件，其中执行到位 5 件 18.35 万元，
执行和解 14 件 115.2 万元。

栏目邮箱：yxfxj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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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结标的额 6.7 亿元大案

【广西南宁中院】

警法联合 战果累累
近日，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联合宿豫
区公安分局开展
“天网”
行动第七次突击执行，
公安出
动警力 40 名，法院出动干警 80 余名，分成 9 个行动
组，
奔赴 3 个街道及 2 个乡镇进行执行行动。
3 个小时的突击行动中，法院干警联合公安对
每一个被执行人逐一进行登门临柜式强制执行，综
合运用执行谈话、现场传唤、送达张贴传票、张贴
失信黑名单、执行搜查等措施提高执行效率、强化

汇聚救助渠道

③

本报讯 （记者 费文彬 黄明强）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和南宁市国土资源局共同举行
南宁市不动产网络司法查控平台启动
仪式并签订 《信息共享协议》。
南宁市不动产网络司法查控平
台实行网络协助执行查控一体化
后，南宁市两级法院的工作人员要
查询不动产登记结果无需再到不动
产登记受理点窗口。他们只需登录
南宁市不动产综合服务平台即可网
上查询不动产结果、办理不动产查

封和注销查封登记业务，还可自助
打印查档结果作为了解案件相关人
员房产信息的重要依据，这有效防
止和杜绝了“无案查询”和“有案
乱查询”等违法违纪现象发生。
南宁市不动产网络司法查控平台
的启用，不仅提高了法院对不动产进
行查控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快捷性，
有效解决法院执行难问题，而且还进
一步保障了不动产交易、登记安全，
有效保护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财产权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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