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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促进派”的范儿
□ 周陈华 姚海荣

来之不易的签字
□ 王建双

□ 杨梦馨 毛林飞 15名人大代表的调解故事

生态环境事关民生福祉，绿水青山需要司法保护。2019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法院全面加强环境资源

审判工作，稳步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建设，充分发挥司法能动作用，为保护广西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

字招牌”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广西生态金字招牌的司法打磨
本刊特稿 □ 本报记者 费文彬 本报通讯员 魏素娟 黄丽叶 龙 萧

隆林县法院在万峰湖环境资源巡回法庭组织社会各界人士投放鱼苗。 费文彬 摄

自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启
动审判管理流程节点信息化管控试点
后，通过旁听论证，无论是中院，还是基
层试点法院，无论是一线部门人员，还
是信息技术人员，在他们颇具“辣味”的
研讨论证中，自己的内心总是不由地
称赞：“大家较真的样子，真美！”

这是一项接地气的创新试点。
为在更高层次落实司法责任制，盐城
中院针对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不
同案件类型的办理流程，经系统论证，
共梳理出170余项审判管理节点及管
控要求，并升级成办案系统，将节点管
控要求设置为信息化管控手段。一旦
违规操作，系统将自动提醒或锁定，推
动法官办案始终在轨。

有幸参加和见证该审判管理流
程节点信息化管控系统的研发和试
点，再结合日常工作中大家的细判
精研，我不仅体会到了信息化在审
判管理中的无限潜能，更切身感受
到了大家的一种范儿，一种“改革促
进派”的范儿。

这种范儿，思想始终挺在前面。
大家自觉打破定势思维和路径依赖，
主动融入信息化管理手段的升级与
磨合之中。这种范儿，能力始终走在
前面。在研发与试点的系统工程中，
所有人员必须先人一步、棋高一着，
善于专研业务、善于发现和破解问
题，才能完成既定任务。这种范儿，
责任始终立在前面。参加该项创新
试点活动的干警各尽其责、各展其
长，按照自身的分工，围绕法律规定
和实务操作要求，补短板、强弱项，推
动系统尽快走向成熟。

审判管理的手段在升级，自己
的内心境界亦在升华。期望改革试
点任务早日完成，期待改革的红利
早日涌现！

我坚信，时光定不负“改革促进
派”！

“我不签字的，我不信任你们……”
那天，原告冯某来到诉讼服务中心
立案窗口，却拒绝配合填写送达地
址确认书等立案材料，对于“签字”
更是充满了强烈的戒备和抵触。

经了解，冯某因案涉土地征收
的苗木补偿款问题先后赴省上京信
访六次，持续信访了三年，这也说明
了他之前的举动。

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情况，承办
法官决定委派驻院特邀调解员黄以
安开展诉前调解。

“老冯，有什么请求你和我说一
下”“老冯，法律允许的合理范围内，
我可以帮你再争取下”……在乡镇
工作多年、群众工作经验丰富的调
解员黄以安，以其循循善诱、平易近
人的话语在劝导。

“我也想好好解决事情”“你帮
我再问问被告的意见”……老冯的
戒备一步步卸下，慢慢开始陈述自
己的调解方案。

终于，在调解员不厌其烦的劝
说下，原、被告达成了意见一致的调
解协议。

这时我又忐忑了起来，对于抗
拒签字的老冯来说，他会在调解协
议上签字吗？

没想到的是，老冯在看完协议
内容，询问了一些后续履行问题，便
在笔录上签字了。根据双方当事人
的申请，我们立即就达成的调解协
议办理了司法确认。

当我再次将立案材料交给老冯
补填时，他解释道“刚才不好意思啊，
我那会儿也不是不相信你们，只是那
会儿你们还没帮我把事情解决好，你
现在让我签哪里我就签哪里。”

老冯说出的这番话让我很惊讶，
也让我很欣慰。从“绝不签字”到“让
我签哪里就签哪里”，我想，正是我们
的真诚拆掉了老冯戒备重重的心墙，
将善意传达到了他的内心深处，彻底
感化了他。

■惩处和修复并重
呵护生态金字招牌

2020 年 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
烟波浩淼的万峰湖畔热闹异常，在
社会各界人士的见证下，26.8 万尾
鱼苗缓缓游进万峰湖……

这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各族
自治县人民法院举行的鱼苗放生执
行行动，购买鱼苗的资金来源于隆
林法院审理的 15 起非法捕捞水产
品案或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中 30
名被告人缴纳的 6.7 万元渔业资源
修复费。

隆林位于广西西北部，处在滇、
黔、桂三省交界地带，聚居着苗、彝、
仡佬、壮、汉 5 个民族，民族风情浓
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誉为

“活的少数民族博物馆”。
2019 年 10 月，隆林法院充分发

挥辖区内管辖天生桥库区、金钟山
黑颈长尾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隆
林大哄豹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的区
位优势，在天生桥库区成立了环境
资源巡回法庭，将之打造成一个流
动办案的平台，一个移动的法制宣
传阵地，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

“我们通过开展巡回审判，送法
下乡等活动，宣传生态文明理念，筑
牢司法屏障，守护绿水青山。”隆林
法院环境资源巡回法庭员额法官龙
建旺说。

在积极探索“绿水青山＋”生态
修复模式过程中，隆林法院在自然
保护区复垦复绿面积 28 亩，补植树
苗 2600 多株，增流放殖鱼苗 26.8 万
尾，收取生态修复金 7 万多元用于
第三方修复，以生态修复的方式让
被告人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买单”，
达到了法律效果、生态效果和社会
效果的高度统一。

“我脚下这片甘蔗地，原来被跨
省转移的危险废物污染，但经过处
置已经消除了污染。现在，当地村
民用来种植甘蔗、花生等农作物，重
新恢复了往日生机。”武宣县人民法
院刑庭法官韦金璇介绍。

2016 年至 2017 年间，广东省博
罗县加得力油料有限公司等四家公
司和刘尾、黄阿添等被告违法向广
西武宣县转移废酸油渣，堆放、倾倒
和填埋总量达 5681.18吨，污染泥土
917.68 吨，造成被污染地直接经济
损失 1941.56 万元。此案由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和生态环境部挂
牌督办，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法
院一审判决后，被告不服，向广西壮
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广 西 高 院
公开开庭审理这起跨省区非法处置
危险固体废物环境污染公益诉讼
案。广西高院院长黄海龙担任此案
审判长，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崔智
友出庭支持公益诉讼。此案涉案人
员多达 72 名，涉案标的额 2025.6 万
元，也是全国首例省区级法检“两

长”同庭履职的环境污染公益诉讼二审
案件。此案的公正审理，有力震慑了倾
倒危险废物污染违法犯罪行为。

“广西法院倡导‘谁破坏、谁修复’的
司法理念，探索生态恢复性司法机制，引
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破坏的生态环
境进行修复，有效实现了惩处犯罪和环
境修复并重。”广西高院副院长梁梅介
绍。

广西创新适用“补种复绿”“增殖放
流”“复耕复垦”等裁判及执行方式，确保
生 态 环 境 及 时 有 效 修 复 。 据 了 解 ，从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3 月，广西法院判
处被告人共 6440 人，罚没金额 1.7 亿余
元，判令责任人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金 共 计 5900 多 万 元 ，补 种 复 绿 面 积
5736.39 平方米，补种树木 2596 株，增殖
放流鱼苗 16万余尾。

■优化结构和审判团队
让案件经得起考验

环境污染成因具有多元性、复杂性、
隐蔽性、长期性，需要因果关系论证、评
估极其复杂。为破解系列难题，广西高
院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不断完善环境资源审判体系，探索“按需
设立”环境资源审判专门机构及专门审
判团队，探索集中管辖、专门管辖和案件
归口审理模式，形成了以专门化为原则
兼具区域特色的审判体系。

仲夏时节，隆林法院天生桥人民法
庭内绿意盛浓。法庭里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伯乐树枝叶翠绿，生机盎然。

2 年前，这里成为隆林法院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加大环境权益保护力度，探
索实践环境资源审判的起航点。

“隆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我们环
境资源审判工作有了更多的探索空间，也
让我们多了一份更大的责任，所以在配置
审判人员的人数、学历、层次上，我们都给
予最好的。”隆林法院院长梁光辉对环境
资源保护有着更加清晰地认识。

没有人员，隆林法院就组建环境资
源审判团队，实行“三审合一”制度，在隆
林范围内发生的涉及环境资源领域刑
事、民事和行政审判案件，统一由环境资
源审判团队集中审理。没有经验，就主
动到外地取经，制定《环境资源案件多元
化纠纷解决机制》等 30 多项机制，为推
动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隆林法院重视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创造出了许多宝贵经验，为推动百色乃
至广西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提供了很好的
实践和样本。”6月 9日，梁梅到隆林调研
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时，充分肯定了隆林
法院取得的成绩。

其实，隆林法院也是广西法院不断
探索完善环境资源审判体系的一个缩
影。

将生态司法保护蓝图转变为实实在
在的改革成果，要充分发挥人的因素。
广西各级法院积极适应司法体制改革的
各项要求，培养适应“二合一”或“三合
一”归口审理模式需求的环境资源专业
化审判团队。出台《环境公益诉讼裁判
指引》，通过业务培训、召开研讨班、外出
交流考察、挂职锻炼等多种形式，更新环
境资源司法理念，全面提升环境资源审
判队伍的司法能力，为环境资源审判提
供了有力智力支持。

2015 年 6 月，广西高院环境资源审
判庭正式挂牌成立，成为全国首批成立
环境资源审判专门机构的高院之一。目

前，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贺州市八步
区人民法院、恭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
院、隆林法院等先后挂牌成立了环境
资 源 审 判 巡 回 法 庭 。 截 止 到 今 年 3
月，全区共有 57 家中、基层法院成立
了专门的环境资源审判团队，搭建起
一套完整的专业化环境资源审判格
局。

“我们挑选法律素质较高、有专业
知识的法官组成审判团队，实行‘三审
合一’的审判制度。”八步区法院环境
资源巡回法庭负责人黎志勇说。

“环境危害往往同时会对个人生
命、财产、自然环境资源造成损害，一
个侵权行为可能同时违反行政、民事
乃至刑事法律规范。”广西高院环境资
源审判庭副庭长张辉介绍，环境资源
庭强化队伍建设，实行环境资源案件

“二合一”或“三合一”归口审理模式，
不仅缩短诉讼期间、节省诉讼资源，也
有利于法律统一适用，保证同案同判。

■司法联动借力聚力
山川秀丽金不换

细腻的沙滩，湛蓝的大海，阵阵海
风拂面吹过……提起美丽的海滨城市
北海，很多人脑海里都会浮现出这样
的画面。而北海市一家公司，在没有
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的情形下，对其
租赁的海边滩涂空地进行围海填海，
准备建设冷冻厂。

北海市海洋与渔业局发现后，对
这家公司进行立案查处，测定该公司
填占海域面积为 0.3804公顷。经听取
该公司陈述申辩意见，召开听证会和
会审，认定该公司填占海域行为违法，

责令该公司退还非法占用海域，
恢复海域原状，并处非法占用海
域期间内该海域面积应缴纳海域
使用金 15 倍计 256.77 万元的罚
款。此案经法院一、二审，认定北
海海洋与渔业局作出的行政处罚
决定正确。

“部分企业和个人在未获得
海域使用权的情况下，非法围海、
占海甚至填海，对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和地方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
影响。”张辉告诉记者，我国海岸
线漫长、针对非法用海行为的行
政管理存在“调查难”“处罚难”

“执行难”等问题，而这起案件的
处理对非法填海的主体认定、处
罚正当程序及自由裁量权行使等
均具有示范作用。

独木难支，众擎易举。保护
生 态 环 境 ，需 要 全 社 会 共 同 努
力。系统保护思维和恢复性司法
的 实 践 ，正 在 日 渐 凸 现 生 态 效
益。协调联动机制更如同一个握
紧的拳头，调集各方资源成效卓
著、事半功倍。

广西高院与自治区公安厅、
检察院、生态环境厅等部门建立
环境司法与行政执法联动机制，
通过召开联席会议，就环境资源
案件及公益诉讼案件的执法联
动、案件线索移送、信息共享等事
项建立日常沟通工作机制，提升
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的整体效能。

来宾市中院与来宾市自然资
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共同举行司法
与行政执法联动机制签约仪式，加
强司法审判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系统行政执法的协调配合。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会同贵
港市生态环境局保持司法审判与
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工作协调配合
机制常态化，对环境行政执法依
法提供提前介入司法服务。

玉林市福绵区人民法院针对
案件证据问题，向福绵区自然资
源局提出合法、规范收集相关证
据，确保证据的合法性司法建议，
提高相关案件办理质量……

“守法必先知法。维护绿水
青山蓝天，还需要加大宣传力度，
让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提升
群众的环保意识、法治意识。”梁
梅说，针对环境资源审判领域“无
意识”犯罪多发现状，广西法院充
分运用传统媒体和微信、微博、新
闻客户端等新媒体，通过公开审
判、以案说法等形式，用发生在身
边的真实案例引导、教育群众，以
案说法，达到“判决一案、教育一
片”的效果。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
丽，蓝天就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广西法院积极发挥司
法能动作用，稳步推进沟通机制
常态化，形成部门之间的良性互
动，促进环境治理更加科学、规
范、高效，助力绘就壮美广西新画
卷。

2019 年 8 月，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法
院协调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驻庭人
民调解员，在浦坝港人民法庭设立了以

“言行和善、夫妻和鸣、家庭和睦、邻里和
融、环境和美、社会和谐”为宗旨的“六和
调解室”。截至目前，辖区内 15 名人大
代表共参与调解纠纷 276 件，调解成功
168 件，案件调解成功率高达 60.87%，仅
浦坝港法庭民商事立案数量较去年同期
就减少了 315件，同比下降了 49.3%。

脚力：丈量法治乡村之路

“我和老王的事总算是解决了，感谢
人大代表忙前忙后做调解工作，让我这
么快就拿到了赔偿款！”近日，三门县血
蛤养殖户方某致谢“六和调解室”，感谢
其解决了自己和王某因养殖用药导致血

蛤死亡的纠纷。
几张薄薄的起诉材料，往往无法全

面还原案件的真实情况，像方某这样的
基层矛盾纠纷往往需要“走出去”。浙江
省人大代表柯丽丽带头前往事发养殖塘
现场查看，还去了邻村的几名养殖户家
中询问情况。在了解完基本案情后，柯
丽丽组织双方当事人到村委会进行调
解，最后双方在互信、互谅的基础上签署
了人民调解协议，并即时履行了赔偿款。

“六和调解室”充分发挥代表群众基
础牢、威望高、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等优
势，建立完善代表入村走访机制，代表定
期走访村居，与村干部实时互联，了解摸
排基层纠纷，提升调处纠纷“底气”。

“有些当事人不愿意来法庭调解，认
为到法庭就是吃官司的。把谈判现场

‘搬出’办公室，‘走进’老百姓的家中，往
往调解起来事半功倍。”柯丽丽说。

脑力：谋划纠纷调解良策

三门县人大代表罗茂兴担任村干部
长达十余年之久，他因为耐心、细致的沟
通方式和调解方法成为了镇里出名的

“老娘舅”。
日前，罗茂兴刚协助调解了一起因

房产商逾期交房的商品房销售合同纠
纷。为减轻当事人诉累、缓解法官的办
案压力，罗茂兴与法庭副庭长章青青一
同前往三门县沿海工业城，仔细核对延
期交房时日，经多次沟通，业主们和房产
商终于达成了一致的支付意见。

为了业主们能及时拿到违约金，罗
茂兴加班加点，认真核对违约金数额并

制作人民调解协议，对金额较少能够
即时履行的督促房产商尽快履行，对
金额较大的则为当事人提供“人民调
解——司法确认”的一站式服务，获得
了 81名业主的一致点赞肯定。

调解方案的可接受度往往取决于
法理与情理的平衡，依托六和调解室
这一诉前化纷平台，代表以“亲”取信，
法官以“法”释理，代表与法官各施“妙
招”、优势互补，这样一个“17 名调解
员+2 名法官”的精专型调解团队，实
现辖区民间借贷、买卖合同等民商事
案件化于未发、止于未诉。

眼力：洞察社情民意焦点

“感谢罗代表把我们多年来的排
水问题解决了，也解开了我们两家多

年的心结……”日前，浦坝村村民李某
为三门县人大代表罗士坚送来锦旗。

为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六和调解室”探索建立“面对面”征询
机制，定期邀请辖区内的律师、法律工
作者、当事人及村干部开展座谈，问一
问纠纷调处或案件办理的满意度，谈
一谈矛盾多元化解机制的成效，说一
说对法院阳光司法建设的意见。

“只有‘面对面’，才能用眼力洞
察调解工作到位与否。”三门法院院
长汪勇钢表示，通过面对面征询的方
式，能有效了解广大涉诉群体关注的
重点、热点和焦点问题，对可能诱发
信访问题的案件坐下来“点对点”沟
通疏解，真正实现为百姓解忧、为司
法减负。

北京警方打击食品领域违法
犯罪 半年刑拘173人

销售假冒桶装水、“包治百病”保健品、
罐装假酒……北京市公安局 6月 28日透
露，今年上半年，北京警方共破获食品领域
违法犯罪案件 54 起，捣毁“黑窝点”80 余
处，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173人。

警方提示，食品安全不容忽视，广大
消费者在购买食品、保健食品时一定要
前往正规门店，并注意查看门店是否具

有营业执照、相关食品经营资质，仔细
查验商品标签、外包装，妥善保管好购
物凭据及相关票据。对明显低于市场
价格的商品请谨慎购买，避免贪图便
宜上当受骗。

广东全面推行河湖警长制
2020年底将实现水域全覆盖

广东省公安厅6月28日通报，广东
将全面推进河湖警长制工作，建立省、
市、县、乡四级河湖警长体系，要求在
2020年年底前实现各类水域全覆盖。

广东省公安厅日前印发《广东省
公安机关全面推行河湖警长制工作实

施方案》，该方案指出，四级河湖警长
体系坚持“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
则 ，落 实 属 地 管 理 、分 级 分 段 负 责 ，
2020 年年底前将在全省范围内实现
江河、湖泊、水库等各类水域实施河湖
警长制管理全覆盖，同时建立联席协
作机制，进一步整合信息资源，凝聚打
击合力。

广东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全面推行河湖警长制对守护水域平
安、服务民生、服务经济发展意义重
大，警方将积极参与河湖治理，严厉打
击涉水域违法犯罪行为，为全省河长
制工作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