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满意好法院建设·带您走现场”高新篇

在本案开庭审理的
过程中，参与庭审的人员
都会看到审判长正下方
坐着两名年轻人。她们
专心致志、高度紧张，准
确记录着庭审中各方的
主张。她们默默地把法
庭上的每一次陈述、每一
次辩论、每一次发问都变
成清晰准确的文字。她
们就是法院审判一线的
书记员。

担任这起案件庭审
书 记 员 的 是 席 蕾 和 吴
颖。为了保证庭审顺利
进行，开庭前，她们加班
加点翻阅卷宗，了解案
情，做到基本案情心中有
数。为了确保高效准确
地记录庭审过程，两名书
记员反复训练，将传统记
录、庭审语音智能转写记
录和同步录音录像进行
有效衔接。

李文友说：“庭审中，
我感受到法官严格遵守

法庭调查程序规范，所有
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
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让被
告人心服口服，让旁听人
员受到了法治教育。作
为本案的一名人民陪审
员，能够依法对案件事实
认定、法律适用独立发表
意见，行使表决权，我倍
感自豪。”

刘宏伟说，6 天的庭
审，高新区法院干警尽职
尽责，圆满完成了各项任
务。这 6 天里，全院干警
展现了高度的责任心和
使命感。通过法警的提
前“备战”，大胆锤炼年
轻法官，严格落实以审判
为中心、庭审实质化制
度，整个庭审做到了安
全 、有 序 、公 开 、公 正 。
该案的审理有利于推进
人民满意好法院建设工
作，并对提升公众安全
感、人民满意度起到了积
极作用。

提前“备战”

庭审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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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网络交友为诱饵，采
取殴打、恐吓等暴力手段对
受害人实施非法拘禁，逼迫
受害人交出钱物并加入犯
罪组织……8月29日到9月
5 日，洛阳高新区法院一审
公开开庭审理了崔某某、张
某等49 名恶势力犯罪集团
涉嫌犯非法拘禁罪、抢劫罪
一案。在只有12 名员额法
官的高新区法院，这是今年
以来受理的最大的一起涉
黑恶案件，该院把本案列为
今年扫黑除恶一号案件。
为把这起大案办好，该院党
组创新措施，在审理案件的
同时，锤炼了法警队伍，锻
炼了年轻法官，规范了庭审
流程，彰显了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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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崔某某、张某等 49
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涉嫌犯非
法拘禁罪、抢劫罪一案中，15
名被告人自行委托了辩护律
师，其余被告人未委托辩护
人。高新区法院根据相关司
法解释的规定，通过法律援助
机构为未自行委托辩护人的
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此案
是高新区法院刑事审判工作
中为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最
多的一起案件。

该案涉案被告人人数众
多，案情复杂。在两天的庭审
过程中，各辩护律师准备充
分，熟知相关法律条文，在尊
重被告人意见的前提下，为被
告人依法辩护，提出请求法院

依法酌情从轻处理的辩护意
见，充分维护了被告人的合法
权益。

刘宏伟说，依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四十三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
人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
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
护：（一）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
被告人已经委托辩护人；（二）
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法院
为被告指定辩护人，充分体现
人民法院对法律的尊重和公
开、公正。本案中，法院为符合
法定条件的被告人委托辩护
人，真正体现了程序的公正性。

提前“备战”
确保庭审万无一失

为确保 8 月 29 日的庭审
安全、顺利进行，按照高新区
法院党组的部署，8月 26日到
28日，该院全体法警和司法辅
助人员全力打好庭前安全保卫
战。该院制订了详细的警务保
障方案，分设安保组、安检组、
押解组、看守组、值庭组等，力
保庭审工作安全有序进行。

该院 43 名法警和司法辅

助人员开展了为期 3 天的“战
前”集训，并组织新增警力进
行应急演练。为了更接近实
战，法警们分角色扮演押解人
和被押解人，模拟可能发生的
各种情况。

洛阳高新区法院党组书
记刘宏伟说，为期 3 天的“战
前”集训、“实战”演练，为庭审
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指定辩护律师
维护每一名被告人权益

□郎松涛 刘小平李民生/文图

本案件合议庭成员
也是案件顺利审理的关
键。8 月 22 日，高新区法
院召开党组扩大会，确定
审判长王凯、法官张衡和
人民陪审员李文友组成本
案合议庭。刘宏伟对案件
审理提出具体要求：一要
制定好案件庭审、警务安
全、后勤保障、宣传报道等
工作预案；二要细化任务，
落实到人；三要严格依法
办案，严把程序关、证据
关、法律适用关。

庭审中，公诉人，辩护
律师，旁听案件的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的
目光全都聚焦在审判台上，
庭审直播、庭审同步录音录
像忠实记录了案件审理过
程。

历时 6 天的庭审中，
王凯和张衡每次庭审一
坐就是4个小时。为使整
个诉讼过程更有针对性，
主审法官及时提醒控辩
双方围绕证据的合法性、
关联性、真实性发表控辩
意见，并及时制止违反庭
审规则的行为。6 天里，
法庭有序地提审被告人
出庭，整个庭审环环相
扣、井然有序，充分体现
了两名法官熟练驾驭庭
审的能力。庭审中，王凯
以适中的语速、洪亮的声
音、规范的用语讯问每一
名被告人。被告人遇到

不明白的法律术语，两名
法官及时使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向他们释明。法
庭辩论过程中，王凯和张
衡均能迅速以简明扼要
的语言归纳控辩双方的
意见，确保庭审记录准
确，并对各方陈述和辩论
的时间、次数等采取总体
均衡原则，让双方把应说
的话说完、说透。确需制
止发言时，法官及时讲明
理由，与控辩双方保持同
等的司法距离，保持了不
偏不倚的裁判形象。

9 月 5 日 18 时 30 分，
随着审判长王凯手中的法
槌落下，历时 6 天的庭审
落下帷幕。法庭宣布休
庭，择期宣判。

刘宏伟说，这次把大
案交给年轻法官办理，就
是要让他们锻炼自己，深
切体会人民法官在新时期
的责任与担当。在审理本
案的过程中，法院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
部、司法部发布的《关于推
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
讼制度改革的意见》，通过
审理案件，进一步强化以
庭审为中心的理念，强化
证据当庭认定的理念，并
做到诉讼证据出示在法
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
充分体现庭审实质化的各
项要求。

年轻法官
展现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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