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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中院执行局指挥中心主任杨洪：

深化阳光执行
提升司法公信力

实践者说

推进司法公正、树立

司法权威，让人民群众以

看得见、听得懂、信得过

的方式，从方便、快捷、权

威的渠道感受到公平正

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省各级人民法院立足于

满足新时代群众司法需

求，以积极开放的姿态，

全面深化司法公开，积极

推进审判流程、庭审活

动、裁判文书、执行信息

公开四大平台建设，着力

探索构建开放、动态、透

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

制，让公平正义得以实

现，一步步变得看得见、

摸得着、感受得到。

阳光司法大事记

2014年

2009年

2012年

5 月 31日，全省三级法院政务网站群
全部建成开通。

3月 18日，新密市人民法院进行河南
网络司法拍卖第一拍。

10月，全省三级法院全部实现裁判文
书上网。

2015年

2015年

2016年

11月 28日，全省法院开通网上立案服
务，24小时开放，申请人不受地域、时
间的限制，只要符合立案条件，均可直
接登录河南法院诉讼服务网进行网上
立案。

4月 24日，河南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
为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省。

10月 28日，河南法院诉讼服务网正式
上线。

文/本报记者 周青莎 石可欣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执行难’是长期困扰法院
的一大难题，也曾被当事人反复
诟病。”12 月 3 日，谈起执行工
作，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指挥中心主任杨洪向记者坦言。

杨洪说，法院执行工作中确实
存在消极执行、拖延执行等问题，
有些被执行人千方百计逃避执
行，法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信息公
开不够，无法获得执行申请人认同。

2018年，在杨洪参与执行的
案件中，有一件让他感受最深。

在这起民事侵权纠纷案的
执行过程中，杨洪和同事们把执
行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通过短信、
电话、微信等方式及时告知当事
人刘某，让他第一时间了解到案
件的进展情况。遗憾的是，法官
穷尽了调查措施，依然没有发现
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经刘某同意，法院按照终结本次
执行程序的方式结案。

“虽然案件没能执行到位，
但是我知道法院已经尽力了，所
以我同意按“终本”方式结案，再
说法官也不是不管了，听杨法官
说以后发现有财产会及时恢复

执行的，我相信他。”刘某说。
听了申请人的话，杨洪感慨

道：“让申请执行人作出这个决
定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一份
信任，更是一份支持。”

在基本解决执行难的道路
上，杨洪所在的洛阳市中院一直
在探索。2016 年以来，洛阳市
中院依托政务网站、微博、微信、
12368服务热线等平台，集中发
布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
限制出境等信息，加大与公安、
房产、国土等相关部门的信息共
享和数据交换，建立健全被执行
信息公开曝光机制，实现执行信
息“全方位”公开。

2017年，洛阳市中院先后投
入 1000余万元对执行指挥中心
进行升级改造，配备执行指挥专
用车、“无人机”等装备。执行数
据可视化管理平台实现了对全市
法院执行工作精准、动态监管。

“为兑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的
承诺，我们将阳光执行和执行指
挥中心建设、信息化建设、规范化
建设相结合，探索出了有特色的
阳光执行道路。”杨洪说。③5

“ 您 好 ，请 问 您 有 什 么 需
求？”

10 月 19 日，温县的王女士
脚步沉重地走进温县人民法院
诉讼服务大厅，一位导诉员主动
迎了上来。

“我来立案。”
“好的，这边请，我先帮您叫

个号。”导诉员温暖柔和的声音
令王女士焦灼的心情稍稍平复。

父亲因患腰椎间盘突出在
医院做手术，原指望能恢复健
康，谁知道手术后连站起来都十
分困难。王女士一家怀疑手术
操作有误，于是决定诉诸法律维
权。“有人劝我们别折腾了，可是
看着老父亲痛苦的样子，我们还
是要试试。”

听说法院网站上公布了很多
当事人需要了解的信息，还能网
上办立案，来法院之前，王女士将
信将疑地点开了法院的网站，果
然找到了“网上法院使用教程”，
还有12368服务热线。

“请 3005 号到 3 号窗口办
理。”诉讼服务大厅里有10个服务
窗口。才等了五分钟，就轮到王
女士办理立案了。她将证据资料
和自己写的诉状交给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审查后指出了起诉书中
的错误和她需要补充的材料。

王女士一时慌了神：“这该
怎么办？”这时，导诉员将她带到
大厅一边，对照展示的诉讼文书
样本，耐心地指导她修改，并帮
她免费打印和复印相关证件。

“起诉前还需要办理一份伤
残鉴定，可是鉴定机构远在上
海，且不说这一路花销，单说父
亲的身体都吃不消。”王女士的
这个顾虑也很快被打消。法官
带着电脑等设备来到她家，通过
视频交流和听证，远隔千里为他
们办理了诉前鉴定。

“法院不仅为打官司的群众
提供了各种方便，而且一路走下
来处处都公开透明，让我们对正
义充满信心。”王女士说。③5

温县人民法院某案件当事人王女士：

司法公开让群众
对正义充满信心

亲历者说

“以前打官司要跑很多趟，现在案件由谁来办、
进展到哪一步，在网上就能查得一清二楚，心里踏实
多了。”12月 4日，在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当事人
李先生将身份证放在诉讼服务大厅的信息查询机
上，案件的名称、案号、立案日期、承办人员等信息均
在屏幕上显示出来。

让审判活动在阳光下运行，保障当事人知情权，
增强审判工作透明度，这是人民法院司法公开的一
个缩影。

我省法院的司法公开工作一直走在全国法院前
列，2010年 10月，省高级人民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
授予“司法公开示范法院”。

全省法院在坚持严格依法办案的同时，积极响
应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全
方位深化司法公开，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回应社会
关切。

我省裁判文书上网始于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
推行于 2013年。2009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启动庭
审网络视频直播。“豫法阳光”微博于 2011年 7月 7
日开通，当时在全国省级法院中是独家。

2009年 10月，全省三级法院全部实现裁判文书
上网，并设置网评栏目，及时回复网民意见和疑问。
截至今年10月，全省法院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文
书达 389万多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曾评价，
河南裁判文书网已经成为国际法学界研究中国司法
制度的“资源富矿”。

点开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政务网站，在“庭审直
播”栏目，随时可以收看庭审直播视频。为加强庭审
公开，让人民群众见证阳光司法，对公众高度关注又
具有法治教育意义的案件等进行直播，并设置预告和
回顾功能，公开合议庭人员组成等，同时，开通评论窗
口，接受网民监督批评。

截至目前，全省法院直播案件24.9万多件，直播
数量居全国前列，网民点击量达5.4亿余次。河南财
经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华小鹏说：“庭审直播既充分
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有助于提升司法透明
度和公信力，还能使庭审发挥司法警示教育作用。”

说起司法公开的窗口，省高院有一个叫响全国
的品牌——“豫法阳光”。2011年 7月，省高院开通

“豫法阳光”微博，及时发布全省法院受理的重大案
件和重要活动。2012年，全省三级法院全部开通微
博。目前，“豫法阳光”微博已拥有粉丝580余万人，
发布各类信息9.5万余条。

“现在几分钟就能立上案，这在以前不可想象。”
拥有多年从业经验的律师王先生坦言，以前立案一
等就是十天半个月，有时还会碰上一些门槛。

现在，借助“互联网+诉讼服务”新模式，全省法
院大力推行网上立案、交费系统。今年全省法院已
审核通过网上立案4.6万余件，网上交费9000余笔，
涉及金额1800多万元。如今，当事人和律师坐在家
里，就可以通过网络提交立案和证据材料等，节约了
司法资源，免去了往返法院的舟车劳顿。

2017年，省高院专门出台方案，提出建设集诉
讼服务、纠纷分流、矛盾化解三大职能于一体的“门
诊式”综合性诉讼服务平台。目前，我省各级法院的
诉讼服务中心全部建成，立案审判信息公开服务功
能已全面展开。

曾经，司法拍卖令群众望而却步，如今，借助淘
宝网等网络交易平台，以电子竞价的方式依法处置
涉讼财产，可防止干扰司法拍卖行为，杜绝暗箱操
作，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河南是继
浙江、江苏之后全国第三个统一入驻淘宝网司法拍
卖平台的省份，也是入驻最快、拍品上传效率最高的
省份。从 2014年 3月 18日新密市人民法院第一拍
开始至今，全省法院共拍卖 12.76万次，成交量 5.03
万件，成交金额287.89亿元,累计为当事人节约佣金
10.48亿元。

非公开不足以彰显正义，非公开不足以保障公
平。公平正义不仅要实现，更要“以看得见的方式”
实现。随着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人民群众对新
时代司法品质的期待日益增强，法院推进司法公开
仍任重道远。③5

2018年

6月 14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网上
立案便民交费系统正式上线。

现在轻点鼠标就可以在网上进行司法拍卖。

阳光司法：以公开促公平正义

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诉讼服务大厅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②4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曾经，司法拍卖只能通过拍卖机构来完成。

2009年

我省在全国率先

启动庭审网络视频直播

截至目前

全省法院直播案件24.9万多件

直播数量居全国前列

网民点击量达5.4亿余次

我省法院司法公开工作居全国法院前列

2008年

我省开始将裁判文书上网

2009年 10月

全省三级法院全部实现裁判文书上网

截至今年10月

全省法院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文书

达389万多份

2011年7月7日

“豫法阳光”微博开通

2012年

全省三级法院全部开通微博

目前，“豫法阳光”微博拥有粉丝

580余万人

发布各类信息9.5万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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