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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中院出台5个方面20项措施

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山东泰安泰山区法院】

开展强制腾退房屋专项行动

犹记当年油墨香
陈维凤

院里对 2014 年以前的库存档案
实行数字化管理，这些天通过招标，
由外包公司开始对老卷宗进行扫描，
无意中又看到 20 多年前那些油印的
法律文书，记忆一下子穿越回从前。

我于 1995 年全国公检法增编补
员时考入山东省莒南县人民法院，与
同期考入的同事一起分配到各基层法
庭。头两年，我们都是书记员 （兼
任内勤），除了庭审记录，起草、校
对、送达法律文书是我们的日常工
作。那时，法律文书还是油印的，
全院只有一个打字室，配备了 2 名
打字员。通常，审判员或者我们这
些书记员拟稿的法律文书经庭长修
改、核稿后，要到县法院找分管副
院长签发，最后送至全院唯一的打字
室打印。

说到去法院签发和打印法律文
书，还可以说得具体一些。上世纪九
十年代，基层法庭的办公条件还比较
落后，一个法庭就一辆破吉普车，外
出送达、庭长开会、党组织搞集中活
动等全都指靠它。因此，去县法院签
发和打印法律文书，一般不敢打它的
主意。偏远的法庭大多都是派一名书
记员坐班车去送，路近的法庭则派书
记员骑车去。我所在的文疃法庭离县
城 70 多里路，庭里只有 3 个正式人
员：庭长、副庭长和我。理所当然
地，我们法庭的法律文书都是我坐车

去法院送，一般一周或两周去一次。
有急用的，只好租车，特事特办，最
多两天办完。我们都愿意当事人有急
用，这样便可以搭顺风车，捎带着完
成好多份文书。偶尔庭长去法院开会
或全院开大会，我们便急忙赶制法律
文书，好一齐捎去。

由于全院只有一个打字室，打印
的文书多、范围广，打印速度自然就
慢。特别急用的文书，都是与打字室
的两位姐妹协商着特快办理：当即打
字，当即出稿，校对，油印，当天带
走。普通的法律文书，当天送去当天
是带不走的，要放在那里按顺序打
印，根据前边排队的文书多少，约好
过一周或两周再来取，于是形成了

“送新迎旧”惯例：送这次的新文
书，带回上次的旧文书。而上次送的
旧文书要从打印出来的一大摞一大摞
的初稿堆中找出来，将拟稿原件与初
稿进行校对，错误的地方当面改正，
改正无误后，接着打印出蜡纸，然后
拿到油印机上油印。当时用的是四通
电脑打字机，像个老式的电视，大大
的“后腚”，又沉又占地方，还动不
动地闹个毛病罢个工，需要经常东拍
拍西拍拍地“修理”一顿，它才肯老
老实实乖乖地干活。

油印文书就更落后了，首先要将
蜡纸上端固定在油印机的横夹上，刷
上油墨，然后调好滚轴松紧度，最后

开始油印。于是蜡纸就像蜗牛背着重重
的壳，嘎吱嘎吱地一行一行往上挪，打
完这一张需将蜡纸撤下再换上另一张。
一份三四页的判决书，即使操作熟练的
打字员亲自油印，也要半个多小时才能
搞定。油印出的文书，由于油墨不均常
常字迹也深浅不均。有时打字员忙了，
我们就自己亲自动手印刷，遇到困难再
请她们帮忙操作。尽管也熟知操作规
程，但拙笨的我总是印不好，不是蜡纸
放不平，印出的文书有些歪斜；就是蜡
纸没展放好，有些部位折叠，印出的文
书带着黑线杠。不得不打开夹子重新放
平、展齐，手忙脚乱地好一通忙活，最
后印出的文书上还常常带着一块块的油
墨，既不美观也不整洁。三番两次地摆
弄，往往蜡纸就被弄坏了，需要重新输
出蜡纸，打字室的两姐妹也不再指望我
能给她们省心省力，只好亲自操刀。有
时也碰巧蜡纸没弄坏，但是弄得我自己
一手一脸的油墨，像京剧中的脸谱，逗
得大家哈哈大笑，一天的劳累随着笑声

烟消云散。
笑声渐渐远去，变化真切摆在眼

前。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以法官身份见
证了其中的后 23 年。改革成就之大，
由法律文书制作的变化即可窥斑见豹。
现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基层基础建
设不断加强，电脑、打印机人手一台，
无纸化办公办案方便快捷。科技法庭建
设，基层法庭实行电子签章，当天开庭
的案件，当庭制作法律文书，员额法官
自行签发，鼠标轻轻一点发送，足不出
室，文书盖章便可分分钟搞定，当事人
立等可取。打印的法律文书既快捷，又
美观、整洁，文书上不会有油墨污渍，
我们的脸上也不会再有“京剧脸谱”。
更重要的是，随着司法改革、司法公开
的深入，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法律文书
更讲求内在，强化裁判文书说理，以实
实在在看得见的形式，回应人民群众司
法关切。

（陈维凤现任山东省莒南县人民法
院办公室副主任）

近日，西宁军事法院携手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深入武警海
北支队开展“法律服务高原行”活动。活动中，法官向支队赠送了普法书籍，
并为官兵提供了一对一法律咨询服务。图为军地法官现场为官兵答疑解惑。

本报记者 郝光华 本报通讯员 孔繁春 摄

本报讯 日前，陕西省延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为优化我市营商环
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实施意见》，提
出5个方面20项措施，为优化提升营商
环境，加快培育更多市场主体和枢纽经
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发展提供优质
法律服务和有力司法保障。

意见指出，要找准法院工作与优
化营商环境的切入点、结合点和着
力点，拿出服务保障企业发展、服
务保障项目建设的具体措施。要积
极回应企业对优化营商环境的司法
需要，全方位提升司法水平，久久

为功，保障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意见要求，要依法严厉打击涉营

商环境刑事犯罪，维护安全稳定的营
商社会环境。要积极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坚决打击影响企业发展和项
目建设的强揽工程、强买强卖、破坏
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活动和村霸、地
霸、材料霸等黑恶势力。要依法严厉
打击破坏营商环境刑事犯罪，保障良
好的投资发展环境。要准确把握罪与
非罪界限，妥善处理民行、民刑交叉
问题，厘清法律适用边界，建立相应
机制，准确把握裁判尺度。要认真履

行民商事审判职责，维护规范有序公
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坚持平等、全
面、依法原则，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力度，提高侵权成本，充分保护知
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要积极助推困
难企业发展，继续深化“群众说事，
法官说法”机制建设，建立健全多元
化商事纠纷解决机制。

意见强调，要坚决维护法律尊严
和司法公信，营造守法诚信的法治化
营商环境。要全力决胜基本解决执行
难，兑现胜诉当事人权利。要持续加
大公开曝光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力

度，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让失信
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要依法慎用
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的不利影响。要坚持公正司法为
民，打造公正高效便捷的诉讼服务环
境。要依法保障重大项目建设，落实

“最多跑一次”改革要求，拓宽司法服
务范围。要扎实开展“政治业务大学
习”“办案质效大提升”“院长公开大
接访”“纪律作风大 整 顿 ” 四 项 活
动，全方位提升司法水平。要深化司
法公开，落实“三项机制”，扎实推
进机关作风整顿，突出司法便捷服
务，以提高司法服务质量为重点，进
一步改进司法作风，提升司法效能，
营造风清气正的司法生态，为延安市
营商环境改善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和有
力司法保障。

（胡 江）

本报讯 为坚决打赢“基本解决
执行难”攻坚战，依法严厉惩戒“老
赖”，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
于近日启动强制腾退房屋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拒执行为，破解涉案房屋长
期得不到交付的执行难题。

考虑到房屋腾退案件具有当事人
对立情绪重、人员迁出难、突发状况
多等特点，为开展好此次专项执行行
动，泰山区法院执行局进行了深入摸
排，共筛选出8件案情复杂、对立情
绪严重、执行难度大的房屋腾退案

件，制定了强制执行方案，明确了
执行包保领导，由包保领导对案件
督办协调、全程负责、一抓到底。

经过前期充分准备，在各包保领
导的指挥协调下，目前，专项执行行
动进展顺利，参执人员各司其职、各
尽其责，全程录音录像。9月11日起，
执行人员已先后强制腾退房屋3处，
涉案房屋均顺利清空交付申请执行
人；对剩余的5件案件，泰山区法院也
正在按计划有序组织强制腾退，切实
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朱中龚）

本报讯 9月15日上午，江苏省
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利用周末举办
了一场以“8分钟听我说”为主题的
演讲活动。14 位干警通过丰富多彩
的表现形式，在8分钟时间里充分表
达自己。参与演讲的干警们以从容不
迫的姿态，将自己的才华发挥得淋漓
尽致，和全院干警进行了一场思想互
动，引发台下一阵又一阵掌声。

从工作心得到人生感悟，从传统
文化到电影经典，演讲者有的慷慨激
昂、豪情万丈；有的饱含深情、发人

深思；有的才华横溢、自信洒脱，展
现出了该院干警积极向上的精神风
貌。

据了解，“8 分钟听我说”演讲
活动是虎丘法院建设“学习型、书香
型、智慧型”法院，培养“专家型、
睿智型、卓越型”法官系列活动之
一，旨在为干警提供全方位展示自我
的平台，激励大家不断充实自我，在
全院范围内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让
书香弥漫每一个角落。

（刘若楠 黄天涵）

【江苏苏州虎丘区法院】

让书香弥漫每一个角落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新乡市政
府召开企业服务周例会暨法律工作企
业家座谈会，参会的 20 家企业热议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制订出台的《关
于涉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相关重大案件
加强审判管理和监督的实施意见》，
并与法官面对面交流，实现了审判机
关与企业良好互动，助推企业依法规
范经营行为，防范经营风险，妥善解
决生产经营中的涉法问题。

意见要求全市法院进一步转变
理念，提升司法保障能力，建立影响
稳定重大案件预警机制、向党委政府
的定期报告和通报机制以及完善督
促指导制度。发挥好政府、司法机关
保障作用和企业家主体作用，加强联
动协作，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
促进形成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
营商环境，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 （景永利 韦德涛）

本报讯 （记者 程 勇 蔡 蕾
通讯员 向昱璇）近日，在湖北省武
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贾女士拿到了
1万元执行司法救助保险理赔金，这
让她儿子的手指又有了修复希望。和
她一起拿到洪山区法院首批司法救助
金的还有 11 人，该批司法救助金一
共20.2万元。

拿到司法救助金的贾女士夫妇在
洪山区某高校旁做餐饮生意。2014
年12月12日，儿子趁他们不注意溜
进旁边王某经营的面点操作间，右
手食指不慎被轧面机齿轮碾压受
伤，经鉴定为十级伤残。贾女士的

丈夫以经营场所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为由，将王某告到法院索赔。
洪山区法院判王某赔付 7.5 万余元，
但王某在法院判决后失踪，致使执
行不能。这次获得的 1 万元司法救
助金如雪中送炭，为贾女士一家解
了燃眉之急。

据悉，洪山区法院与人保财险洪
山支公司签订司法救助保险合作协
议，双方联手设立了执行司法救助保
险，为刑事附带民事、道路交通事故
等涉及民生诉讼案件中因执行不能而
陷入困境的案件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
保险。

【河南新乡中院】

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实招

【湖北武汉洪山区法院】

引入司法救助保险效果好

9月14日，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钱明树率30余名
执行干警来到合肥市，将位于包河区一商业楼的1200余平方米房
产强制腾空，交付到竞买人手中。

执行干警抵达现场后，迅速拉起警戒线，执行实施组、保障
组、综合协调组、宣传组等各司其职，强制清场。期间，执行干警
还就当事人争议较大的附属物的归属问题进行了现场调解。两个多
小时后，涉案房产腾退完成，交到了竞买人手中。

“宣城中院法官为我们奔波十多趟，最终实现了我们的合法权
益，很满意。”竞买人说。

图①：执行干警现场清点物品。
图②：执行干警对所有物品拍摄留证。
图③：工作人员搬迁家具。
图④：当场签下交房协议。

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异地腾房 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当场交付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瑞平 本报通讯员 洪 骏 文/图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9月15日，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利用逢圩日的好时机，来到濠头乡集市
公开开庭审理一起非法采伐、运输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盗窃案件。前来赶集的
群众议论纷纷，称赞汝城法院巡回审判意义大，让他们学到了法律知识、懂得
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图为庭审现场。 罗 圆 摄

新旧法律文书打印设备对比。 当年油印的法律文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