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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肇庆 12月 5日电 （见习记
者 韩 璋）今天上午，中国庭审公开
网庭审直播突破200万场颁证活动在广
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最高人
民法院审管办、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相关负责人为肇庆中院颁发“中国庭审
公开网第200万场庭审直播”荣誉证书
及庭审直播第200万场法院牌匾。

本次活动由中国法院网主办。据
悉，11月27日，中国庭审公开网庭审
直播突破200万场，广东省肇庆市中级
人民法院（2018）粤12行终126号行政
案成为中国庭审公开网直播的第200万

场案件。肇庆中院院长陈陟云表示，随
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人民群众对
司法品质的期待日益增长，司法公开已
融入时代潮流，在公开理念、公开方式
和公开内容上发生了深刻变化。据统
计，2017 年至今，肇庆法院审判流程
和执行信息已实现全公开，公开裁判文
书 32463 篇，裁判文书上网达 97.5%，
居全省法院前列；直播庭审413场，邀

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庭审观摩等
活动465人次。

作为中国庭审公开网的官方建设运
维单位的中国法院网负责人表示，今后
将与新浪司法频道共同努力，在最高人
民法院审管办等相关部门的有力支持
下，落实好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工作部
署，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
化司法公开的意见》要求，不断优化升

级庭审公开平台载体，为推进建设更加
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
制，提供更加有力的平台支撑。

中国庭审公开网是经最高人民法院
批准，由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和新浪
司法频道共同建设、运维的大型庭审直
播网站，也是人民法院四大司法公开平
台之一。2016 年 9 月 27 日正式上线运
行。截至目前，累计直播案件庭审超过
200 万场，网站总访问量超过 132 亿
次。中国庭审公开网已成为全国最大的
政务类视频公开网站和全国日均网络流
量最大的政务网站。

肇庆中院成中国庭审公开网庭审直播第200万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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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际行动捍卫法治尊严
——兴安盟法院“党建+执行”攻坚“执行难”

吴 琼 刘 畅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两级人民法
院立足实际，开启“党建+执行”工
作模式，将党建工作与执行工作紧密
结合，相继组建了执行岗位“党员攻
坚突击队”，72名党员干警积极对疑
难复杂案件攻坚克难，成为“基本解
决执行难”决胜攻坚的一支主力军。

成立突击队：发挥党员模
范带头作用

在“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战役
中，兴安盟法院“党员攻坚突击队”
创新执行工作机制，将执行案件中牵
扯执行干警大量精力的“骨头案”“疑
难案”单独分拣登记，由党员突击队
员逐一攻克。

在工作中，突击队员们发挥党
员模范带头作用，抱着敢打硬仗，能
打胜仗的决心和信心，主动放弃个人

的休息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执行工
作中来，对每起接手的案件都立下执
结“军令状”，针对每起案件都研究
出一套，甚至几套详尽的执行方案。

兴安盟两级法院执行岗位“党
员攻坚突击队”成立以来，共出动
党员干警 141 人次，警车 42 辆，执
结 案 件 1155 件 ， 实 际 到 位 金 额
11449万元。以实际行动有效地缓解
了办案压力，极大地提高了执行工
作效率。

主动请缨：一名党员就是
一个标杆

兴安盟法院始终坚持“强党建
促执行”，“党员攻坚突击队”成立
以来，秉承一名党员就是一个标
杆、一面旗帜的理念，在执行攻坚
的高压态势下，迎难而上，主动请
缨。

科右中旗被执行人闫某长期强占
国有房产，但因该土地占用时间长、
土地面积大，致使腾退难度较大，执
行干警多年来对该案投入了大量的精
力，但效果不佳。

针对这种情况，“党员攻坚突击
队”主动请缨，于今年 10 月 27 日清
晨，和公证处工作人员一同赶往执行
地点，在公安派出所和政府街道的现
场监督下，开展了腾退物品清点、公
证、房屋封存工作。在执行过程中，
由于执行房屋内的制冷机械内含有易
燃、有毒气体，执行干警提前找来 3
名技术人员制定出排气、制冷机械拆
卸、运输预案。

腾退期间共发生小型火患8次，使
用灭火器 14 个。面对种种突发情况，
党员执行干警们没有退缩，将危险一肩
担起，把安全留给一方百姓。10 月 29
日下午，专案组组长向申请方进行交付
事项，此案顺利执结。

多措并举：以党建引领执行
方向

兴安盟法院不断加强支部建设，壮
大党员队伍，将党员的先进思想渗透到
执行队伍中，吸纳优秀干警加入到突击
队伍中来。

同时，党员干警们多渠道积极回应
人民群众司法关切：多次通过媒体开展
讲法活动，向人民群众普及执行相关法
律知识；就执行工作进展情况实时举办
新闻发布会，与当地媒体合作对执行过
程全程直播，并在腾讯视频和优酷视频
等媒体全程转播，在全社会形成高压态
势，让“老赖”无处遁形。

在“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攻坚之年，
执行岗位“党员攻坚突击队”将充分发挥
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迎难而上，克
难攻坚，以实际行动捍卫法治尊严，彻底
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

近日，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集中70余名干警协调组织6
辆大型收割机及运输稻谷车辆，对被执行人王某承包的280亩
稻田进行强制收割执行。

据了解280亩稻田分散在不同区域，涉及150多户散户承
包田，被申请人欠款涉及民间借贷、承包金、民工工资、农
药化肥等，同时执行还涉及收割、运输、押运、过秤、结算
等。

干警们与公安、镇村等人员协同奋战10多个小时，最终
成功售卖稻谷，获款35万元。

图①：执行干警整装待发。
图②：执行干警设置警戒线。
图③：强制收割现场。
图④：执行干警将收割的稻谷铺开晾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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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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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7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努力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思想，创新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推动
形成“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解纷理念
和模式，不断加大便民利民举措供给，不断强化矛
盾纠纷就地解决，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基层社会
治理中的引领保障作用，打造具有浙江特色的矛
盾纠纷解决体系。

一、推动矛盾分层过滤化解，助力乡村
社会治理

浙江高院积极转变工作思路，变“以我为主”
为“党政为主”，充分发挥党委政府在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中的主导作用，推动党委在县、乡两级分别
设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统筹解决辖区内的
矛盾纠纷，形成分层递进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实
现人民群众纠纷解决“最多跑一次”。目前，全省
法院已有20%的诉讼服务中心整体入驻或派团队
参加地方党委设立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从
物理上形成“社会调解在前，法院立案在后”的纠
纷递进分流模式。如舟山市普陀区法院，将诉讼
服务中心设立在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内，纠
纷首先通过中心内配置的综治、司法、信访、行业
调解、律师调解等解纷力量进行先行调解，调解不
成再到诉讼服务中心立案。运行一年来，该中心
统一受理各类纠纷 11411 件，把全区 75%以上的
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重大纠纷调解成功率达到
100%，形成了以“党委领导、关口前移、一站解纷”
为特点的多元化解“普陀模式”。同时，始终把基
层基础建设作为战略性任务来抓，推动全省开展

“无讼无访村（社区）”创建活动，大力发展“枫桥
式”人民法庭，加强对各类调解组织、村镇综治员
等的业务指导，充分发挥人民法庭解纷的“桥头
堡”作用。如永康市法院龙山法庭，大力推进“引
导分流+办案指导+参与治理”的综合工作模式，
形成了以“村镇先调、法庭兜底”为亮点的“龙山经
验”，把传统民事纠纷基本化解在诉前。

二、打造“都市版枫桥经验”，推进市域
社会治理

针对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
升的实际，浙江高院主导推动建立市场化调解和
行业调解，让“枫桥经验”在市域治理中绽放光
芒。除加强与传统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组织
对接外，浙江在全国率先试点律师调解，全省法院
已实现律师调解工作室的全覆盖，共聘请律师调
解员1569名，2017年共委托律师调解3639件，调
解成功1708件，调解成功率达47%。特别是杭州
中院，积极构建律师、公证、仲裁为主体的市场化
解纷机制，不仅争取到上百万元的财政专项调解
经费支持，还会同物价部门在全国率先明确律师
调解案件可按法律服务收费标准予以收费的规
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都市版枫桥经验”。此外，
全省法院积极在医患、物业、金融、保险、证券、知
识产权、涉外商事、海事海商等领域与行业调解组
织加强对接，积极引导纠纷诉前调解，形成了多形
式、多渠道、多领域的纠纷联动化解机制。五年
来，浙江法院共诉前引导调解48万件，调解成功
33万件，办理司法确认16万件，两成左右的纠纷
解决在了立案之前。

三、创新矛盾在线解决模式，提升“互
联网+社会治理”能力

“枫桥经验”历经五十多年的发展，需要不断
赋予其新的内涵。浙江高院始终坚持与时俱进，
不断将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融
入其中，为推进矛盾纠纷在线解决、实现“互联
网+社会治理”提供了新动能。浙江法院已经全
面贯通“杭州互联网法院、浙江移动微法院和在线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三大在线解纷平台，实现
了从诉前化解到立案、审判和执行的全流程在线
运行，既让老百姓解纷“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不
用跑”成为可能，也为缓解案多人少矛盾、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提供了有力支
撑。特别是作为中央综治办创新试点项目和浙江省政法数字化协同工程示范项
目的“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今年被确定为纪念“枫桥经验”六大工程之

“互联网+社会治理”重点项目，其秉持多元共治、纠纷解决分层递进的理念，提
供在线咨询、评估、调解、仲裁、诉讼五大服务功能，形成了递进式、漏斗型的矛盾
纠纷分层过滤化解机制，推动纠纷处理模式从事后处理向源头预防转变，助力

“枫桥经验”从“小事不出村”升级到了“解纷不出户”。该平台已与法院网上立案
系统打通，网上立案的民商事案件可自动推送到平台进行在线分流，由社会调解
力量进行诉前化解，调解成功的可在线申请司法确认，调解不成功的自动回传审
判系统进行立案。到2018年年底，全省要实现在线调处案件数量不少于上一年
度矛盾纠纷排查总量20%、调处成功率不低于60%的目标。截至目前，平台已实
现访问量 410 万人次，注册调解员 32052 人，提供智能咨询 69 万次、人工咨询
3553 次，评估案件 1768 件，仲裁案件 128 件，司法确认 5467 件，申请调解案件
15.97万件，调解成功13.29万件，调解成功率达83%，先后被评为中国互联网法
治大会“优秀‘互联网+法律’创新项目”、中央综治委“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创
新优秀项目”第一名、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全国优秀项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称赞该平台是“枫桥经验”在互联网时代的新继承和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