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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红霞 韩萌萌

对话新闻当事人

访谈对象：陕西省西安市灞桥
区人民法院院长 陈学义

法治热点

“以司法需求为导向，以多维服务为目标，通过科技赋能，打造服务更优质、审执更高效、保障
更便捷的智慧法院。”2018年初的全院干警大会上，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院长陈学义信
心满满地擘画出一幅蓝图。三年来，灞桥区法院以智慧法院建设为抓手，不断推进一站式诉讼服
务中心建设和事务性工作集约化办理，通过科技赋能，构建起一套司法“办”法体系，带动了审判
质效全面提升。

西安灞桥：“办”法背后的科技赋能
本刊特稿 □ 江红霞 韩萌萌

灞桥区法院24小时自助法院一角。 杨梦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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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吐为快

□ 雪 樱

一块屏幕背后的法与情

□ 刘 秀

我演董存瑞

智慧法院建设永远“在路上”

通过近期的党史学习，我又回
想起自己入党的初心和法官就职典
礼上的誓言，回想起百年来的我党
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艰难而光辉
的历程，回想起多年前第一次真正
感受少年英烈之碧血丹心的那个遥
远的下午。

那是小学二年级，课本上学到
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故事，为了加
强对课文的理解，老师要挑选一个
人来演董存瑞给班上学生看。最后
老师选中了我。正式演出那天，我
穿着老师借来的小红军衣服，站在
桌子下面，托举起象征炸药包的一
本字典，大喊一声：“为了新中国，前
进”。不知怎么的，两行热泪就滚滚
而下。

能有此效果，确实归结于我的
家庭教育。我的爷爷对党有着非常
深的感情，因为爷爷小时候家贫，读
了几年私塾后辍学，适逢老家解放，
才有了继续读书的机会。所以爷爷
特别感谢共产党，他给我讲了很多
先烈的故事。因为爷爷的教育，我
也一直对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福祉
甘洒热血的先烈有着朴素的敬仰与
热爱。

每当学习上遭遇瓶颈与困顿
时，每当工作中遭遇委屈与不公时，
我总是想，这些小小的忧愁与痛苦，
与那些为我们今天的生活付出了生
命的人相比，都是不值一提的“少年
维特之烦恼”。所以，不可锱铢必
较，而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囊萤
映雪、不忘初心。

及至我有了儿子，我仍常常向
他说起这些故事。这个春天，我给
他讲了中印边境戍边英烈的故事。
听 我 讲 完 ， 这 个 4 岁 的 小 男 孩 表
示，要好好上学，造出世界上最快
的火车，运送解放军叔叔去边境打
敌人。

我们的信仰就这样绵延不绝，
代代相传。最后，以一首集句来结
束这篇小文：言言英烈在，昭昭星斗
垂。挺挺尽孤忠，耿耿耀青史。

“现在开庭！”伴随审判长马立中
法槌敲下，一场公开庭审正式开始。
前不久，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
院开放日，我与人大代表、媒体记者
等静坐在旁听席上。

作为政协委员，这是我首次走进
法院，首次零距离观摩刑事庭审，既
好奇又紧张。依照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该案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开庭审
理。整个庭审现场，审判长、公诉人、
被告人都在屏幕上，文书自动打印，
播放举证照片、视频，最后被告人被
当场宣判有期徒刑和罚金。那一刻，
隔着屏幕我依然能够感受到灵魂深
处的震颤。

如果说公开庭审打破神秘面
纱，以公开倒逼公平，那么远程庭审
则是依靠信息化技术赋能司法改
革，提升审判质效。对老百姓来说，
类似的庭审意义在于打官司不再麻
烦，从源头减少跑腿与接触，实现

“一次也不用跑”，让司法的阳光更
充沛地照到每个角落。

在我眼中，智慧法院不仅有破
解难题的高智商，而且情商也越来
越高，更多地体现的是知冷暖、有人
情味，在诉讼服务大厅参观时，智能
设备的便捷化可触可感，而立案服
务也是一条龙跟进，多元解纷，人民
调解、行业调解、网上调解、速裁团
队等，满足不同群体需求。

一块屏幕背后的法与情，令大
家热议不停。就在我离开时，见到
了天桥区法院党组副书记孙承歌，
她的脸上略显疲倦。是啊，法官职
业看似顶着光环，真正走近才会发
现，他们有着太多艰辛，很多女法
官白天办案子，晚上写文书、审案
宗，只为对得起头顶的法徽，以及
法徽承载的重任！

■从“孤军作战”到“协同
团战”：诉服“一站办”

“输入关键词，就能看到类案的
裁判结果和法律依据，以案学法，心
里就有底了！”在灞桥区法院 24 小
时自助法院诉讼服务远程柜台查询
资料的当事人吴某，由衷地感慨。

“嘟…嘟…嘟…”
刷身份证并点击“我要立案”

后，远程柜台自动视频连线远程引
导员。通过面对面的视频服务，吴
某口述了被告情况、诉讼请求、事实
与理由，引导员协助在后台生成了
诉状。经吴某签字确认，系统提示

“已转立案”。
“便捷、高效、智能！”吴某竖起

了大拇指。
一站式诉讼服务的便捷、高

效、智能，离不开诉服中心的信息
化建设。

走进灞桥区法院诉服中心，近
1000 平方米的大厅宽敞明亮，诉讼
指引、案件受理、诉前调解、诉讼服
务、24 小时自助法院五个功能区分
工明确，案件受理、保全鉴定、送达
排期、自助服务等工作有序推进，信
息化建设如影随形。

为破解“送达难”，灞桥区法院
主动转变思路、创新模式，2019 年 6
月，在全省率先引入新视云集约送
达联盟、智法送达平台，通过通信运
营商精准协查联系方式等信息，以
电话、短信等方式集约化送达，送达
效率进一步提升。2020 年 10 月，灞
桥区法院在全省率先启用区块链
机，在电子送达的同时将送达时间、
送达内容、被送达人等信息同步存
证上链，留痕存证。

为推进“自助办”，2021 年 1 月，
灞桥区法院启用全省首家 24 小时
自助法院，包含网上立案一体机、自
助阅卷机、诉讼风险评估终端、智能
材料收转云柜、文书自动打印终端、
远程服务柜台、自助打印复印一体
机等设备，可实现网上立案、纠纷调
解、类案查询、风险评估、诉状生成、
诉讼费计算、网上交费等全流程自
助诉讼服务。

为解放“审判力”，2020 年底，
灞桥区法院引入共道平台对案件
集中送达排期，进一步剥离事务性
工 作 ，让 审 判 团 队 回 归 并 专 注 于

“审”“判”。
2020 年以来，灞桥区法院电子

送达案件 9035 件，平均送达时长降
至 3.43 天，送达成功率 83.49%，区
块 链 存 证 3339 次 ，网 上 立 案 3392
件，集中排期 1117件。

“孤掌难鸣，独木难支。科技
赋能变孤军作战为协同团战，一站
办已经成为灞桥区法院一张亮眼的
名片。”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
领导在视察时，对灞桥区法院诉讼
服务中心建设给予高度评价。

■从“当面”到“远程”：审判
“云端办”

2020 年 3 月 27 日 15 时，灞桥区法
院第十一审判法庭。“原、被告及代理
人，画面是否流畅？声音是否清晰？”
得到肯定的回复后，灞桥区法院院长陈
学义敲响了法槌。

这是一起买卖合同纠纷，当事人均
在外地，受疫情影响无法到庭应诉。陈
学义查阅卷宗后，认为案情简单、争议不
大，经当事人同意后，通过“云法庭”远程
庭审。身份核验、答辩陈述、举证质证、
法庭辩论、笔录核对均在远程“云端”进
行，衔接流畅、有条不紊。陈学义还趁热
打铁组织了“云调解”，经调解，当事人就
调解方案达成一致。

“只需一部手机，足不出户就能远程
参加庭审，实现审判“云端办”，既避免了
疫情期间的聚集，也减少了来回奔波的
诉累。”当事人的评价客观中肯。

2018 年起，灞桥区法院积极部署云
上法庭视频庭审系统。录入案件信息
后，系统自动向审判人员、当事人及诉讼
参加人等发送开庭码。登录“出庭”小程
序并完成身份核验，即可远程庭审。灞
桥区法院还在看守所部署了 3 间远程审
判法庭，免去了疫情期间提押的繁琐程
序。2020 年通过“云法庭”远程开庭 726
件，居全市法院前列。

“云端”开庭，只是审判“云”运用的
一个缩影。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
灞桥区法院积极探索应用“陕西法院微
庭审”小程序，利用小程序轻体量的优

点，引导当事人在庭审前“案件空间”内
提交视频资料等电子证据，以语音、文
字、视频等方式进行无障碍沟通，便于总
结争议焦点，提高庭审效率。2020 年共
通 过“陕 西 法 院 微 庭 审 ”审 理 案 件 213
件，居全市法院前列。

2020 年 6 月以来，灞桥区法院引入
多项审判辅助系统，这些看不见的“助
手”为审判提供了便捷流畅、智能高效的
服务。语音识别系统将庭审全过程同步
转化为文字记录，准确率达 95%以上，庭
审更加流畅准确。文书智能编写系统对
起诉状、答辩状、庭审笔录、代理词等进行
文本分析、智能提取，根据文书模板自动
生成裁判文书初稿，减少了文书草拟的工
作量。类案推送系统自动推送同类案件
至“云端”，促进法律适用、裁判尺度统一。

“从当面到远程，就是要让数据多跑
路、当事人少跑腿，审判工作不停摆、公
平正义不打烊。”灞桥区法院副院长王毅
道出了审判云端办的初衷。

■从“线下”到“线上”：执行
“一网办”

2021 年 1 月 14 日，灞桥区法院受理
了李某申请执行一案，案件信息录入执
行标准化流程信息管理系统。

“执行实体化”模块下，当天录入的
全部执行案件一键即可完成身份核验，
系统自动转入财产查控，银行存款、不动
产、车辆、证券、保险、支付宝、微信、公司
股权、婚姻状况等被执行人财产及相关
信息“一网打尽”。

因被执行人有财产供清偿，案件分

流员将李某申请执行一案分至速执法
官党鹏刚名下。

一键点击，被执行人的支付宝、微
信被冻结。三天后，被执行人主动履
行了支付义务。

“立案不到一个星期，就拿到了执
行款！”今年1月20日，申请执行人李某
步履轻快地走出灞桥区法院执行局。

“一网办”的新常态，是科技与执
行深度融合的成果，也是执行信息化、
智能化、集约化的生动体现。

为解放“执行力”，2018 年灞桥区
法院创建“速执+普执”新型执行团队
机制，执行案件从源头繁简分流，简案
速执、繁案精办。为更好地激发机制
效能，2020 年 7 月，灞桥区法院在全省
率先运行“执行实体化”系统模块，一
键单击即可完成批量案件的身份核
验、财产查控、繁简分流、冻结查封、文
书制作、电子送达，多环节的工作量降
至原来的20%，极大地减轻了团队逐个
操作的负累，提升了查控和送达效率。

为化解“约见难”，2020 年 6 月起，
灞桥区法院推行预约接待机制，每周
每名执行法官固定一天为接待日，专
门约见当事人、听取意见建议，将约见

“化零为整”。为保障约见的效率效
果，灞桥区法院推出“掌上微服”一键
预约接待小程序，推进“线下”+“线
上”双预约。扫描二维码、登录小程序
即可预约，预约成功即可在预约时段
约见执行法官，省时高效。截至今年
1 月底，共有 853 名当事人通过“掌上
微服”成功约见执行法官。

利其器，方可善其事。2018 年至

2020 年，灞桥区法院执行法官最
高 结 案 从 444 件 先 后 增 至 1468
件、1790 件，人均结案从 325 件先
后增至 512件、593件。

■从“纸面”到“指尖”：保
障“随时办”

“叮咚！”书记员薛心悦的手
机上弹出了一条通知。用车申请
已通过，出发时间、出车司机和车
辆均附后。从提交申请到流程结
束，无需一页纸，不到十分钟。

“以前用车要书面申请，庭室
审批后交车队，费时费力。现在
通过口袋助理 APP 在手机上就
能‘随时办’，非常方便。”薛心悦
高兴地说。

“指尖轻点就能发布通知、提
取数据，便捷又精确。”同样对口
袋助理赞不绝口的，还有法院行
政人员。

行政是司法的重要保障。为
推进无纸化办公、提高司法保障
的效率，2018 年，灞桥区法院在
全省率先引入口袋助理 APP 并
在全院范围推广使用，不断反馈
需求和使用中的问题，拓展并完
善软件功能。口袋助理现已发展
为集流程审批、通知发布、文件传
阅、考勤打卡、设备领用维修、请
销假、云盘、邮箱、视频会议等多
功能于一体的手机 APP，办公效
率、保障能力显著提升。

“司法保障从纸面到指尖，就
是要为流程做减法，为司法效率
和精细化管理做加法。”灞桥区法
院政治部主任徐严说。

为加速文书流转，2020 年 6
月，灞桥区法院正式启用数字法
院电子签章系统。通过平台发起
用印申请并经签章审核人员审核
后，即可实现判决书、调解书、
裁定书等法律文书“在线”盖
章、立等可取，实现了文书盖章

“随时办”。
为 强 化 卷 宗 管 理 ，2020 年

底，灞桥区法院启用卷宗管理平
台，案件受理时逐案生成纸质二
维码，微信扫码即可完成纸质卷
宗的流转签收，全程电子留痕，无
需签字确认。截至今年 1 月底，
全院共通过二维码完成纸质卷宗
流转签收 1563 件，卷宗管理更便
捷、精准、透明。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2018
年以来，灞桥区法院员额法官人
均结案数由 222件增至 391件，一
审发改率由 5.98%降至 3.63%，简
易 程 序 适 用 率 由 57.3% 增 至
65.33% ，法 定 审 限 内 结 案 率 由
83.06%增至 91.47%，审执数据全
面向好。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三年
前灞桥区法院擘画的宏伟蓝图已
绘就，正徐徐展开。

谋全局：服务导向 科技赋能

法周刊：贵院智慧法院建设的核心
思路和定位是什么？

陈学义：审判执行是法院的中心工
作。我们紧密围绕审执中心工作开展智
慧法院建设，坚持对外服务当事人、对内
服务干警、对上服务管理的导向，实现集
约高效、多元解纷、便民利民、智慧精准、
开放互动、交融共享。坚持科技赋能，紧
密围绕“科技+服务”，将用户体验优先、
服务到极致的理念渗透到诉讼服务、审
判执行、行政保障的各个环节，着力打造

“全市一流、全省领先”。

精部署：创新思维 不破不立

法周刊：在推进智慧法院建设中，遇
到了哪些困难？是如何化解的？

陈学义：困难主要有：一是重建设轻
应用；二是重功能轻体验；三是重展示轻
运营；四是重部署轻管理；五是软件产品
接口不统一、司法数据难以融合。

“创新”是破解难题的不二法门：一
是制度创新。出台远程庭审、电子诉讼
的 相 关 规 则 ，解 放 思 想 ，打 破 认 识“窠
臼”，让干警放心地用、大胆地试。二是
模式创新。强力推进诉讼服务集约管
理、24 小时诉讼事务自助办理、送达集
约化、执行辅助事务集约化。通过购买
服务的方式，在使用中不断拓展和完善

软件和产品的应用服务能力，激发模式
创新的成效。三是考核创新。充分发挥
考核“指挥棒”功能，将“推应用”作为考
核重点，对积极使用者给予相应的考核
加分。让干警切身感受科技赋能带来的
便捷，主动提升产品应用能力。同时鼓
励诉服中心引导、指导当事人自助使用
相关自助设备，打破时空局限。

收硕果：打破局限 破而后立

法周刊：智慧法院建设取得了哪些
成效？

陈学义：以往我们信息化硬件设施
短缺、软件系统零散，数据无法融会贯
通，使用率不高，打造服务更优质、审执
更高效、保障更便捷的智慧法院成为院
党组的共识。

三年来，我们在软硬件的运用上，
很多在全省属于首家和率先，软件兼容
互通性增强，智慧法院建设在全市乃至
全省都处于领先，一站、掌上、一网、随
时的“办”法，让数据多跑路，让当事人
少跑腿，增强了群众满意度，提升了审
执效率。2020年，我们人均结案数在全
省排名第三，在收案年均增长45%的情
况下，发改率大幅下降、法定审限内结
案率等重点质效指标明显提升。三年
来智慧法院建设硕果累累，公平正义正
以群众看得见的方式在实现。

重归零：新征程 再出发

法周刊：就智慧法院建设，下一步
还有哪些打算？

陈学义：智慧法院建设是不断深

化和拓展的过程，“在路上”是常态。
我们将归零再出发，重点从以下方面
着手：

一是持续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和深
度应用。智慧法院不仅仅是一句口
号，更是实实在在的便利，一定体现在
使用上。我们将继续推进智慧法院建
设和深度应用，扩大使用范围和深度，
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赋能，切实增强
群众的司法获得感。

二是提高对上服务管理能力。现
有应用软件、应用系统仍较为封闭，不
能实现与其他数据接口贯通，数据有
效性、可用性仍不够。我们将在数据
规范性整合、融会贯通上进行探索，进
一步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推进
智慧法院建设再上新台阶。

北京审议禁毒条例：演艺人员
涉毒拟受到自律惩戒

近年来，演艺人员涉毒案件频发。正
在召开的北京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次会议首次对《北京市禁毒条例（草
案）》进行了审议。其中提出，演艺人员应
自觉抵制毒品，行业协会拟对违反相关
规定人员实施自律惩戒措施。

草案提出，演艺人员应当自觉抵制毒
品，树立健康、向上的社会形象，积极传播

正能量。有关行业协会应当对会员单位
及其从业人员开展禁毒宣传教育，加强
行业自律，建立健全行业管理规范，明
确行业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对违
反相关规定的，实施自律惩戒措施。文
化旅游、广播电视、电影等部门应当加
强行业监管，落实禁毒工作责任。

北京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
任委员陈永表示，广播影视及各类文
艺作品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
导公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载体。坚持对社会公众人物、演艺人
员涉毒违法问题从严管理规范，有助

于树立正确价值导向，弘扬社会正能
量。建议在草案的“禁毒管制措施”中
增加相应条款，明确广播影视部门、演
艺团体及相关单位应当对此类涉毒人
员特别是知名演艺人员，采取包括不
邀请、相关节目或商业广告不予播出
等限制性措施，并明确具体法律责任。

此外，草案还提出，禁止在食品中
添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规定的
毒品原植物及其种子、幼苗或者其他
含有毒品成分的物质。同时，禁止在商
业广告和商标中使用含有毒品、毒品
原植物的文字、图案等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