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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阳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宜阳法院”）坚
持学习教育常态化，不断强化理论武装，聚焦打
造“学习型、研究型”法院，锤炼干警坚定的政治
信仰。该院先后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优
秀法院”、被河南省高院授予“集体一等功”。

近年来，宜阳法院围绕中心工作,增强服务
大局的主动性。积极参与“三清两建”、“六防六
促”、“三零”创建，切实发挥人民法院在服务发
展、维护稳定方面的职能作用。法院班子成员
带头深入 40 余家企业开展“万人助万企”活
动。对涉企“五类案件”加挂绿色标签，为企业

开辟“三优先”绿色通道。截至2022年 8月底，
宜阳法院审结涉营商环境案件 478件，平均审
理天数由 2021 年的 28天缩短至 18天。执结
涉营商环境案件 283件，为申请执行人挽回经
济损失近1205万元。

宜阳法院始终坚持效率优先、质效并重、运
行均衡，通过精细化、制度化、规范化管理，审判
质效不断提升。该院通过制定工作目标，细化
流程管理，狠抓月结案均衡度，办案人员的审限
意识不断增强。

该院全面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度，院领导、庭

长带头办理“大要案”，带头发挥“传帮带”作用。
对未结疑难案件，由主管院领导亲自指导、参与
研判，帮助年轻法官丰富专业知识和办案经验。
今年上半年院庭长结案数占总结案数的47.8%。

截至 2022年 8月底，宜阳法院新收民事案
件2202件，同比减少16.84%，实现五年来案件
数量首次下降，诉源治理成效初显。该院被河
南省高院确定为全市唯一“四级法院审级职能
定位改革试点示范法院”。近五年来，宜阳法院
审判质效指标综合排名连续位居全省法院前
列、全市法院第一。 （伊乐林 林昊）

宜阳法院：服务县域经济大局，助推优化营商环境

今年 9月的一天，周山路街道办事处某小
区物业办代表，特意来到涧西区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涧西法院”），为该院特邀调解员柴红卫送
来一封感谢信，感谢他将交涉 4年的物业合同
系列纠纷顺利调解。在涧西法院，像柴红卫这
样的调解员还有 11名，他们来自社会各行各
业，为群众解忧、为社会解纷。

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事关人民安居乐
业和社会安定有序，是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任
务。该院新一届党组班子成立以来，诉调对接
中心始终瞄准影响诉前调解工作质效的堵点问
题，“四轮驱动”精准发力，苦练内功夯实基础

“硬支撑”、界定范围提升创新“软实力”、协同合
作打造发展“新引擎”、健全机制推动实体“云转
型”，全力助推多元解纷驶入“快车道”。

6月 1日，经该院党组研究讨论，结合诉调
对接中心工作实际，印发了相关办法，以促使诉
调对接中心工作“有法可依”。该办法对矛盾纠
纷多发易发的物业服务合同、借款合同等合同
类纠纷，信用卡、赡养费、抚养费、交通事故赔偿
以及婚姻家庭、继承类纠纷等民商事类纠纷，优
化调解流程，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最前
面。

在调解工作中，涧西法院主动与区相关部

门协同，实现诉调工作文件对接，调解平台系统
对接，协同化解群众矛盾和纠纷。同时，涧西法
院对调解员绩效考核、专业能力测评、行为规范
以及周通报、月通报制度予以细化，并优化诉调
对接工作流程，提升调解队伍专业水平。

今年1—8月份，涧西法院调解平台分流案
件共计2440件，调解成功1343件，调解成功率
为 55.04%，同比增加 3.15个百分点，平均办理
时长为 14.95天，同比缩短0.69天。同时，涧西
法院平均送达用时也明显缩短，为后续进一步
提高审判质效提供了坚强保障。

（赵志刚 张金涛）

涧西法院：“四轮驱动”助推多元纠纷化解

偃师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偃师法院”）坚
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注重加强
诉前调解中心和特色人民法庭建设，不断夯实
诉源治理基层基础。今年1—8月，该院新收诉
讼类案件4724件，同比下降16.49%，矛盾纠纷
多元预防化解成效初显。

偃师民营经济发达，民营企业面临的矛盾
纠纷复杂多样。为强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偃
师法院诉调中心先后与偃师区司法局、退役军
人事务局、行业协会等建立联动机制。今年 5
月份，洛阳首家行政争议化解中心在偃师挂牌

成立。中心在日常调解工作中还探索出热心、
耐心、细心、公心、责任心“五心调解法”。其中

“以画释法”调解法，由调解员结合实际案例创
作的漫画，讲述一个个严肃的法律问题，让群众
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道德洗礼和法律教育。

该院顾县法庭针对辖区农村相邻关系纠纷
和婚姻家庭案件较多的特点，依托优秀人民调
解员，创建了“栗明恩工作室”和“枫桥大妈调解
室”，有力促进矛盾纠纷妥善化解。该法庭辖区
地处产业中心区域，法庭结合当地产业分布情
况，主动对接行业协会，设立了“涉企纠纷工作

室”，与偃师区总工会联合设立“法院＋工会”劳
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室，服务和保障法治化营
商环境。

今年以来，偃师法院缑氏法庭建立起“共享
法庭+枫桥服务站”服务体系，依托智慧法院平
台，在非法庭驻地乡镇的综治中心设立“共享法
庭”，具备网上立案、在线诉讼、在线调解、普法
宣传、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辅助送达执行六大功
能，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智能司法服务。
目前辖区行政村全部设立“枫桥服务站”，实现
司法服务网格全覆盖。 （王可宝 郑宇辉）

偃师法院：运用“五心调解法”，不断夯实诉源治理基层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汝阳县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汝阳法院”）牢牢把握“抓党建、带队建、促审
判”的整体工作思路，将党建工作与司法办案、
为民服务、队伍建设有机结合，全院工作整体质
效获得提升。

汝阳法院始终重视队伍的能力和作风建
设。以党组、党总支、党支部和党员四级联动，
有效促进“以党建带队建，以队建促审判”。 全
体党员干部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攻
坚克难，以只争朝夕的创业者态度和倾力而为
的劲头推进审判执行工作，努力将每一起案件

办成精品，将每一份文书写成公平正义的作品，
以过硬能力、扎实作风塑造法院队伍形象。汝
阳法院还通过员额法官例会、“主题党日”集中
学习、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等形式，抓好党员干
警理论知识提升。将一批政治素质优良、业务
能力过硬的党员标兵，安排在审判执行岗位上
当骨干、“挑大梁”，推进工作高效开展。

通过深化执行权运行机制改革，汝阳法院
工作实现规范化、集约化、精细化。该院积极开
展巡回审判，让流动法庭走进田间地头，将审判
场所搬到农家舍院，把司法服务送到群众身

边。以“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为目标，着力构
建“特色法庭”延伸服务模式，结合法庭辖区内
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纠纷类型特点，打造出“助企
法庭”“产业扶贫法庭”“旅游观光法庭”“三农法
庭”四个专属品牌。

近三年，汝阳法院案件审限内结案率保持
100%，简易程序适用率保持在 95%以上，服判
息诉率保持在 85%以上，二审发回改判率保持
在1.5%以下，案件质效核心指标居全市法院前
列。该院审理的多个案件被写入河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 （酒红杰 栗小茜）

汝阳法院：建设“枫桥式”人民法庭，推动审判高质量发展

①2021年 11月 1日，宜阳县金融

业纠纷调解中心在宜阳法院揭牌。

②汝阳法院党员干警到任长霞纪

念馆参观学习。

③4月 29 日，涧西法院将巡回法

庭开进驾校并现场普法。

④偃师法院顾县法庭“枫桥大妈调

解室”与当事人调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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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
后一道防线

加了加强司法监督制约机制建设，把权力
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洛阳法院制定相关规定，规
范审判人员履职，明确“四类案件”的类型、标
识、监督管理以及禁止性行为，理清审判团队内
的工作界限。健全监管方式，明确规定专业法
官会议的组成、讨论范围、讨论效力，并有效衔
接审判委员会，促进裁判规则及标准统一。对
审委会的职能定位、委员职责、会议提请程序、

议事规则等进行规定和优化。
通过双向反馈机制落实监管效果。在办案

团队层面落实类案检索报告制度，提交审委会
讨论的案件，须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意见。
落实审判态势分析报告制度，常态化分析、评估
洛阳中院各庭室、各团队的审判态势，通报全市
法院审判质效数据及排名情况，促进审判质效
稳步提升。

实行常态化案件评查，对案件从立案到执行
各个阶段的实体、程序、效率及作风等方面进行
评查，全面提升审判质效。严格全流程审判管
理，确保放权与监督相统一。完善审限预警工作
机制，防止案件久拖不决、久拖不执。加强裁判
文书释法析理，倒逼法官提升司法产品质量。

洛阳法院“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
子”，推进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推动法院
工作高质量发展。洛阳中院相关部门进行职能
整合，成立综合办公室、审判保障局、综合一庭
等，对执行局、执行裁决庭、破产庭合署办公，破
除部门壁垒，资源优化配置。目前，洛阳中院内
设机构减少一半，审判执行一线人员大幅增
多。洛阳法院还通过完善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
革，常态化开展全市法院法官择优选升工作，并
认真落实法官退出机制。目前，洛阳全市法院
编制数、人员数均已按照要求上报省法院和编
制管理部门，全市法院在编人员的工资实现由
省级财政统一保障。

以审判为中心，让法庭输出正义

洛阳法院以“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
前面”要求为引领，推行两个一站式建设，开创
化解纠纷服务群众新局面。洛阳法院通过做强
诉讼服务中心，加强立案诉讼服务人员调配，实
现诉讼各个环节统一受理、一网办理。大力推
行跨域立案改革和各种诉讼服务端口一体化建
设，实现诉讼事项跨区域远程办理、跨层级联动
办理。深化“分调裁审”机制改革，建立“速调+
速裁+速执”一体化工作模式；完善诉讼服务内
容，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便捷的立案服务。洛阳
法院普遍成立矛调中心暨诉调对接中心，积极
借助社会综合治理网络，签订诉调对接工作协
议，设立专业调解室和各种个人调解室，构建全
方位的矛盾化解体系。

积极参与诉源治理，构建“庭、站、室、员”纠
纷预防化解网络，推动基层法院在矛盾多发区
域和领域设枫桥工作站（室）、专业巡回审判庭、
专业调解室等，联合村（社区）网格员、民调员、
人民陪审员、“五老”人员等，共同开展调解纠
纷、普法宣传、巡回审判等工作。构建多元矛盾
纠纷预防预警化解工作格局，全面形成多元矛
盾纠纷化解路径。

洛阳法院推进审判方式改革，提升审判效
能。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依
法简化程序，除法定必须使用普通程序外，全部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和简易程序，并着力扩大独
任制适用范围。优化资源配置，加强民事速裁
团队建设，实现“简案快审、类案专审”。加强智
能应用，推行在线庭审，最大限度突破时间、空
间限制。对于案情疑难复杂、社会影响重大等
具有较大争议的案件，洛阳法院充分发挥庭前
会议作用。通过积极推进庭审实质化，推动律
师辩护全覆盖，依法保障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诉
讼权利。

洛阳法院还通过推动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
革创新，推进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
合一”审判机制改革，构建案件审理专门化、管
辖集中化和程序集约化的审判体系，形成了知
识产权保护立体化格局。通过府院联动，推动
行政审判与行政执法衔接，促进行政执法标准
与司法裁判标准的一致，从源头减少行政争议，
助力法治政府建设。建立由18家单位共同参与
的洛阳市企业破产府院联动机制，为破产企业
债务化解、职工安置、盘活闲置资源提供司法支
撑。

全面深化政法改革是破解政法工作难题的
根本途径，是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
动力。近年来，洛阳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狠抓改革任务
推进落实，政法改革进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
全面深化的新阶段。公正、高效、权威，洛阳法
院为推进法治洛阳建设护航。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洛阳法院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部署，围绕“让人

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的工作目标，不断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

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各项改革

工作取得显著进展。

□田宜龙 吉小平 韩莹莹 王俊霞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全面深化政法改革 推进法治洛阳建设

特刊│14
2022年9月21日 星期三

新
征
程

新
征
程

建
功
新
时

建
功
新
时
代代··
非非
凡
十
年

凡
十
年

出
彩
中
原

出
彩
中
原

洛
阳
篇

进进
奋奋

②

④④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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