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虞城县人民法院为实现“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把

“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三大公开
平台建设全部纳入审判管理，使司法公信力
不断提升，被当地百姓誉为看得见的公正。

流程公开：
让当事人感到便捷

11 月 26 日 8 时许，在虞城县法院立案
诉讼服务大厅，来自东北的李律师带着当
事人王某将一份民事诉状递交到立案服务
窗口。立案法官稍作审查并让律师履行诉
讼费缴纳手续后，信息录入员开始录入信
息。5 分钟后，法官告诉李律师：“你代理的
买卖合同纠纷案已通过电脑自动分案由民
一庭法官梁培勤承办……”

“虞城法院的办事效率这么快！短短 5

分钟，案件已经到了承办人手里。”李律师
一边称赞，一边拨打梁法官的电话。这只
是该院审判管理立案流程公开的一个小镜
头。

去年 11 月 27 日，全国法院司法公开工
作推进会召开后，该院迅速启动“审判流
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三大公开平台建
设，并把立案流程公开作为司法为民、便民
的重要窗口。该院 300 平方米的立案诉讼
服务大厅内，具备诉讼引导、法律咨询、诉
前调解、司法救肋、判后答疑、信访接待等
功能。

阳光庭审：
让司法的脚步离老百姓越来越近

“欢迎各位代表委员和律师代表应邀参
与李某诉刘某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

庭审评查活动……”这是该院常务副院长葛
福臣在邀请代表委员和律师代表参与“庭审
公开与卷宗评查”活动时的一段开场白。

代表委员和律师代表原本以为法院是
在走过场，没想到评查活动却非常认真，他
们与法院的审委会委员一样，每人手中一
张评查表，对法官仪表、驾驭庭审能力、程
序是否规范等现场打分。庭审结束，他们
还要面对面对合议庭法官进行评议，提出
意见和建议。代表委员们评价说，虞城法
院阳光司法的脚步离老百姓越来越近。

节点监控：
让当事人不留一丝遗憾

定期对审判执行运行态势分析研判，
通过流程监控及时为审判执行工作提供优
质服务是审判管理的最终目的。

3 月 30 日，审管办通过流程监控发现
一起标的额只有 600 元的买卖合同纠纷案
一直没有被告的送达信息。经了解，原因
是原告立案时信息填写不全，又没有被告
的联系方式，承办法官胡长聚两次向被告
邮寄送达法律文书均以查无此人被退回。
法院花费的办案成本早已超过了原告缴纳
的诉讼费用。为了不让当事人留遗憾，胡
长聚驱车 100 多公里，查询 7 个村委会，终
于将应诉通知书送到了被告手里。看到法
官如此奔波，准备撤诉的原告感动不已。

今年以来，该院通过节点监控及时发
布案件临界审限预警提示 21 件，整改误录、
错录信息 76 条，发布审判管理运行态势分
析报告 25 期，为审判执行工作的运行和审
判信息公开提供了翔实的数据，提升了法
院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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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罗山县人民法院少年
刑事审判庭采取圆桌审判的形
式，不公开审理了一起未成年人故
意伤害案。这种形式让未成年被
告人和法官、公诉人平等对话，消
除未成年被告人的思想顾虑，让他
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宽容。

董王超孔晶晶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于建军是开封市顺河回族区工业社会法
庭常驻社会法官，他原在某厂里搞基建做过泥工，顺
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在工业办事处成立社会法庭时他
自荐做了一名社会法官。几年来，他经常走街串巷、
深入居民家中调解纠纷，为社会法庭赢得了赞誉。

顺河回族区化建社区居民曹某与张某系上下楼
的邻居。不久前，曹某家的卫生间出现漏水现象，给
张某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张某找曹家交涉，不想竟
吃了“闭门羹”。为此张某找到有关部门要求处理此
事，并多次到政府机关反映，均没有得到解决。两家
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今年 10月，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于建军来到曹某
家中查看，并提出维修方案。曹某因不愿出资，便以

家中有小孩、维修会有噪声为由予以拒绝。两家关系
越闹越僵，甚至影响到了整个单元楼的安静。为尽快
化解这起纠纷，于建军通过业务关系协调化建公司后
勤处为曹某家备齐了坐便器、下水管道、地板砖和施
工用的水泥，曹某被于建军的诚心所感动，同意施工
维修。没人出钱，于建军就自己动手，做防水层、铺地
板砖、安坐便器。经过两天的施工，曹某家卫生间漏
水现象得到控制，两家生活恢复了平静。

于建军两年来共解决纠纷 15 起，在调处纠纷过
程中除亲自干泥工活外，他还为闹纠纷的两家修过共
用的自来水管，为生活小区排除过用电故障。用他自
己的话说，就是借助社会法官这个“头衔”为邻里和睦
生活增加正能量。 （翟渊涛）

本报讯 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历
史条件下，队伍建设仍然是人民法
院永恒的主题，是法院各项工作的
重中之重。宁陵县法院紧紧围绕

“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主题，
推进法院工作全面开展，努力打造
一支纪律严明、政治坚定、业务精
通、作风优良的干警队伍，以更好地
服务法院审判工作。

党员教育监督“零距离”。一个
滑向深渊的人，都是从思想的沦陷
开始的。法官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个
体，也会有物质上的占有欲望和攀
比心理。面对这一现象，宁陵县法
院纪检组主动出击，对法官私自会
见当事人，吃请收礼，办案超期等问
题，以及不按时开庭、着装不规范的
现象进行监督、提醒，适时做好干警
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公仆意识，廉
洁高效地开展工作。

建设学习型法院，干警“忙充
电”。学习是创新的源泉，宁陵县法
院为了建设学习型法院，投资建设
图书室、电子阅览室为干警提供了
良好的学习环境。该院每月开展一
期法律大讲堂的学习制度雷打不
动。该院党组领导组织邀请资深法
官来院进行交流研讨，为党员干警
提供了学习交流的阵地，以更直观、
干警更乐意接受的方式强化学习教
育。近日，宁陵县法院与镇江市润
州区法院结成友好法院并签订共建
协议。这是宁陵县法院加强与外地
法院协作交流，促进优势互补，向学
习型法院迈进的又一项新举措。

执法办案是党建工作的“主战
场”。强有力的党建工作为人民法
院司法事业的发展提供绵绵不绝的
动力支持，宁陵县法院把党建工作
融入到法院审判工作当中，执法办
案成为党建工作的“主战场”。为了
激励大家办好案、多办案、快办案，
宁陵县法院深入开展“百日办案竞
赛”专项活动，将办案质量、审判效
率、调解水平等指标纳入活动要求，
激励党员干警加强业务学习，提升
司法水平。同时，该院要求不断提
高执法办案工作质量，由审判管理
办公室对案件进行严格的评查和监
管，对审结案件存在的各类问题进
行通报并责令整改。（王红艳）

本报讯 近日，舞阳县人
民法院及时向 124名农民工
兑付 48 万余元执行款。至
此，舞阳温阳服饰有限公司
拖欠 124名农民工工资的问
题得到了彻底解决。舞阳县
人民法院防止了因欠薪导致
的恶性事件及重大群体性事
件，切实维护了广大农民工
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实
现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
有机统一。

今年以来，该院高度重
视农民工工资案件执行工
作，积极组织开展第六次“拖
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办
理”活动。为保障农民工合
法权益，该院把解决农民工
工资拖欠问题作为一项重要
工作来抓，超前谋划，并采取
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努力做到“四个确保”，即：确
保农民工工资及时执行到
位，确保农民工工资足额发
放，确保不出现因欠薪引发
恶性纠纷案件，确保不发生
因欠薪引发重大群体性事
件，为舞阳经济社会和谐稳
定发展保驾护航。

（蔡新会 赵东升）

社会法官施展泥工手艺促办案

虞城法院：让老百姓看得到公正 □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陈金华 党英

抓好党建服务审判

48万执行款
及时兑付农民工

“不用谈我们的成绩，只说企业对法院
工作有什么意见，有哪些司法问题需要提供
帮助。”近日，鲁山县人民法院院长李俊峰
在该县江河机械厂等企业征求意见时说。
该院坚持“走出去”能动司法，深入乡村街
道、矿山企业，解决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
遇到的司法难题，服务企业发展。图为李
俊峰带领法官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了解企业
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司法问题，为企业
提供司法服务。 李永超 摄影报道

本报讯（首席记者 吴倩 记者 井春冉 通讯
员 高冀凌）近日，河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等七部门联合举办

《河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知识竞赛活动。

据悉，省高院老干部党总支召开专题会议
对本次知识竞赛活动进行研究，并成立了指导
小组，由总支书记杨聚章任组长，老干部处处长
梁小冰和总支副书记赵庭训、郭浩善任副组
长。指导小组制订了“知识竞赛实施方案”，编
制了讲稿，培训了宣讲辅导员，并做了大量具体
竞赛准备工作，每位宣讲员都一丝不苟地进行
备课。

目前，知识竞赛活动以省法院的法制教育
基地为依托，已经覆盖了 18 所中小学（3 所中
学，15所小学）的 8882名学生。为更好地达到
普法的目的，本次知识竞赛活动由省高院老干
部关心下一代协会组成 10多人的宣讲组宣讲
条例内容，并对与学生关系密切的法律知识进
行详细讲解，同时印发试卷供小学四年级以上
的学生参与知识竞赛。

本次知识竞赛活动具体执行人——省高
院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协会会长郭浩善介绍，
开展本次活动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对学校青
少年进行法律知识教育，属于普法宣传。在
知识竞赛环节，让他们踊跃参与，争取取得好

成绩。二是要告知他们具备什么权利，比如
与他们自身密切相关的受教育的权利，最重要
的是要教他们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如何
保护自己等。“从收集上来的答卷来说，本次知
识竞赛活动还是取得了明显成效的，条例讲过
的法律知识，孩子们学习得还不错。”郭浩善欣
慰地说。

近日，在新密市白寨镇中心希望小校举
行知识竞赛活动后，校长赵伟强特意打电话
表示感谢：“你们进行的这次知识竞赛活动，
比我们上一学期的法制教育课效果都好，法
律知识的覆盖面宽，更加专业，更有理论深
度。”

省高院联合七部门举办《河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知识竞赛活动

宣传覆盖面广 普法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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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设学习型法院为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