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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热点

10 月 19 日至 23 日，来自 8 个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 24 位全国人大代表来到云南省,先后走进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昆明

市中级人民法院、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大理市人民法院、洱源县人民

法院，就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智慧法院建设、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考察。

代表云南行，司法为民谋新篇
本刊特稿 □ 本报见习记者 莫小雪 逯 璐

大理市人民法院喜洲法庭工作人员给人大代表讲解法庭工作。 在大理中院，代表们通过远程视频连线，观摩环境资源案件庭审。

■诉源治理，打造民族特
色解纷

“我感受到中国司法的进步与
贡献。”在视察活动中，全国人大
代表、中央歌剧院院长刘云志告诉
记者，云南法院以人民的需求为导
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让
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关怀和温
暖。

云南法院立足边疆少数民族地
区，创新民族特色调解机制，“金
花”“阿鹏”成为调解有生力量，
让矛盾能够更快更有效化解，维护
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促进民族团
结，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化解在基层，代表们对此表示高度
赞赏。

“云南法院在参与社会治理、
服务群众方面做了很多创新工作，
并且取得了明显成效。”全国人大
代表、贵州财经大学西部现代化研
究中心主任黄东兵对云南法院的工
作表示肯定。

民族调解室是云南省“一站
式”建设的亮点，在大理市人民
法院喜洲人民法庭，全国人大代
表、辽宁省铁岭市农业科学院研
究 员 张 艳 认 为 ，“ 金 花 调 解 室 ”

“博士调解室”非常有特色，云南
是多民族地区，用双语调解有利
于维护民族团结，促进了社会和
谐稳定。

“从‘金花调解室’到‘博士
调解室’，再到‘大厘堂屋’，云
南法院注重调解工作，不断推进
诉源治理，促进矛盾纠纷化解在
源头”。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
自治区桂林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
总工程师兼八所所长陈东辉评价
说。

“一路视察一路赞，亮点纷呈
看不完。”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
济宁市农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主
任于安玲高度赞扬了云南法院的工
作，她表示，云南法院将民族文
化、法治文化与审判工作相结合，
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消弭矛盾，也
满足了民族群众多元化的司法需
求。

“法治与德治结合，助力化解
基层矛盾。”全国人大代表、上海
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刘小兵认为，高素质、经验丰富的
法院工作人员再加上具有民族气息
和当地特色的调解方式，使大量矛
盾化解在基层一线、消灭在萌芽状
态。

“引进人民调解、特邀调解等
各种调解组织，促进纠纷在基层和
源头化解，他们把件件小事都办到
群众心坎上。”全国人大代表、重
庆谭妹子金彰土家香菜加工有限公
司董事长谭建兰为法院工作点赞，
同时表示，希望法院通过诉源治
理，切实降低案件数量，减轻基层
法官工作压力。

■智慧法院，让公平正义可
见可触可信

“云南法院有领先国内的昆明市西
山区人民法院，以‘四维一体’创新举
措辅以高科技手段，推进一站式多元解
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也有偏远村寨

‘马背法庭’‘溜索法官’，代表们都感
受深刻。”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教
授丁光宏对记者说。

在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代表们
观摩了“24 小时自助法院”。“24 小时
自助法院”打破 8 小时工作制，为当事
人提供不打烊的诉讼服务，运行至今已
有 763件案件自助立案成功。

“‘24 小时自助法院’这么方便
快捷是我没想到的。通过智能化自助终
端，普及司法服务，为云南的智慧法院
建设点赞。”全国人大代表，暨南大学
管理会计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卢馨建
议，人民法院要加大对智慧法院建设的
宣传力度，让老百姓在打官司时能够真
正享受到信息化、智能化带来的便利。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出版集团副总

编辑别必亮表示，“昆明市西山区人民
法院最大的特点就是‘前卫’。西山法
院将前沿科技充分运用，又有效整合社
会资源，致力于打造和合无讼的境界。”

“创新、智慧、便民、贴心！这四
个 关 键 词 就 是 我 视 察 云 南 法 院 的 感
受。”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台山市李
树芬纪念中学教师吴玉莲告诉记者，希
望云南法院大力推广自助立案、网上立
案、跨域立案等信息化服务，让老百姓
真正感受到高效和便捷。

全国人大代表、中央书画院副院长
何学彬说，云南法院的智慧法院建设让
她感触颇深：“云南法院许多工作创新
都令人耳目一新，充分运用智慧法院建
设成果，做了大量的工作创新，在全国
开创了很多个第一次，让我又自豪又感
动。”

科技、创新让司法服务有效率、有
智慧。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科学技术
厅厅长罗平这么评价云南省智慧法院建
设 ：“ 这 不 仅 减 轻 了 司 法 人 员 工 作 负
担，还大幅提升了审判质效。我切身感
受到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成果在司
法工作中的应用，更增强了科技创新支

撑服务法治中国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云南之行让我收获满满！”全国人

大代表、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医学技
术系主任张景辉说：“云南法院的智慧
化建设给群众化解纠纷提供了极大便
利。”

信息化建设是一项新兴事业，它的
深入发展和广泛应用为社会发展带来便
利和实惠，但是在推进的过程中，不可
避免要遇到现行法律制度建设落后于技
术进步的问题，因此有代表建议对此类
问题要多加关注。

■司法服务，为营商环境培
育良好土壤

“视察活动加深了我对法院工作的
了解，今年在疫情防控、经济发展形势
严峻的情况下，云南法院在优化法治营
商环境、助力经济社会更好发展方面做
了大量的工作。”全国人大代表、山东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王玉志告诉记
者。

在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龙泉人民
法庭，代表们零距离感受都市“楼宇法

庭”精准服务楼宇经济、做好“六稳”工
作 、落 实“ 六 保 ”任 务 等 司 法 工 作 实
绩。2019 年，龙泉法庭受理案件 1284
件 ，审 结 1203 件 ，结 案 率 达 93.69%。
代表们对于龙泉法庭突出法庭特色、
打造都市“楼宇法庭”的工作给予高度
肯定。

“它开创了楼宇间设置法庭的新
模式。”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
治区兽医研究所副所长廖玉英盛赞

“楼宇法庭”，她认为，在城市有限的
办公条件之下，为企业提供法律帮助
和培训，助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充分体现了云南法院的“为民之心”。

“龙泉法庭扎根基层，积极化解
矛盾纠纷，把法律送到基层，让群众
感受到了司法的温度。”全国人大代
表、安徽省宿城一中副校长刘秀云
说。

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志愿者
协会理事长张宝艳这样评价“楼宇法
庭”：“用暖心的方式处理纠纷，群众
感受到的是专业、贴心、周到的服
务，这让很多纠纷在诉前就能得到化
解。”

“楼宇法庭”主动融入和服
务楼宇经济发展，将矛盾纠纷化
解在基层和源头，全国人大代
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技师学院
装备制造系副主任杨珍建议，法
院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让更
多的群众知晓这些便民的诉讼服
务。

“法庭虽小，本领不小”，代
表们对龙泉法庭努力确保案件

“不出楼宇、不出社区”的工作
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精准
的定位、全面的司法服务、前瞻
的司法理念，充分发挥出司法服
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功效，值
得推广。

■法治护航，为绿水青
山筑牢屏障

在大理，代表们视察了法院
的环境司法保护工作。洱海是大
理人民的“母亲河”，更是大理
一张靓丽的名片。作为法治大理
的践行者，大理州两级法院打响
了洱海的法治保卫战，努力推动
洱海生态环境水域的治理工作。

在视察洱海之滨的大理市人
民法院古生诉讼服务中心站时，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工程技术实训中心主任王
红军说：“我 2018 年来过大理，
相较之下，现在洱海的环境有了
明显改善，水质也有很大提升，
大理法院为保护绿水青山做了很
多的工作。”

“视察活动中，我们回顾了
洱海司法保护的历程，了解了预
计 实 现 的 目 标 。” 全 国 人 大 代
表、浙江省杭州技师学院汽车检
测与维修专业教师杨金龙建议，
做一些洱海新旧面貌的对比，图
文并茂进行宣传，普及破坏生态
环境需承担的法律责任。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机械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市场总监罗艳
说：“关于洱海保护，这些年看
到了不少报告，治理过程难度很
大，人民法院在治理洱海过程中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今日洱
海美丽的景色，就充分证明了这
一点。”

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贯彻日常工作中，“云南
是一个多民族地区，生态保护的
任务也很重，法院系统把这些问
题都解决得非常好。”全国人大
代表、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刘
巍这样说道。

“大理法院在保护绿水青山
这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让我深
受触动。”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
赤峰市星之路自闭症儿童康复中
心校长王欣会告诉记者，法院系
统作为一个整体，希望有先进经
验能及时分享，做到共同进步。

人大代表在昆明市西山区法院视察诉讼服务中心、分调裁审中心、诉源治
理中心以及执行实务中心。 图片均由柳明海拍摄

新修订的《养老机构管理办
法》有何新变化？

新修订的《养老机构管理办法》从 11
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也是自2013年《养老
机构管理办法》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

针对 2018 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中关于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的规
定，新修订的《办法》最大的一个变化是
对养老机构实行备案管理，并对备案管
理的具体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

《办法》规定，养老机构存在未与
老年人签订服务协议、未按照有关强
制性国家标准提供服务，或者有歧视、
侮辱、虐待老年人以及其他侵害老年
人人身和财产权益行为的，将由民政
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办法》首次明确养老机构是指为
老年人提供全日集中住宿和照料护理
服务，床位数在 10 张以上的机构；开
办养老机构应当到市场监管等有关部
门办理相关登记，新开办的养老机构
在收住老年人后 10 个工作日以内要
向民政部门提出备案申请，备案申请

书应当包括养老机构基本情况、服务
场所权属、养老床位数量等内容。已
经备案的养老机构变更名称、法定代
表人、养老床位数量等事项的，应当及
时向原备案民政部门办理变更备案。

今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养老
机构的应急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办法》对养老机构
的应急能力也作出了相应规定。

《办法》规定，养老机构要依法制
定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
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并在场所内配备报警装置和必要
的应急救援设备、设施。

▲地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内容：视察诉讼服务中心、云数据中心、院

史馆，听取法院工作情况介绍。

▲地点：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容：了解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地点：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

内容：视察诉讼服务中心、分调

裁审中心、诉源治理中心以及执行

实务中心。

◀地点：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

内容：视察都市楼宇法庭、老王调解工作室。

▼地点：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内容：视察诉讼服务大厅、行政争议和环资纠纷审

前调解中心、分流调解中心及快审中心。

▲地点：大理市人民法院

内容：视察喜洲人民法庭立案接

待室、“金花调解室”、“博士调解

室”、审判法庭以及“大厘堂屋”，了

解古生诉讼服务中心站。

◀地点：洱源县人民法院

内容：了解邓川法庭基本情况及

法院文化建设，视察阿鹏调解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