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尉氏县法院积极推
行司法救助制度! 对一些困难户"

特困户实行司法救助!让穷人打得
起官司!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

孙某再婚嫁给戎某后长期在
外打工! 今年初戎某突患偏瘫!其
母和其侄将戎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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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存款
取出后拒绝交还给孙某和戎某!双
方因此发生了多起纠纷!经亲友和
村委会多次调解都未能解决$

%

月
&

日中午!孙某和戎某到蔡庄法庭
起诉其侄子!庭长王根平看到戎某
语无伦次%痛哭流涕的样子!考虑
到其治病急需用钱! 决定当场立
案!并免除了诉讼费用$ 为解决当
事人的实际困难!王根平带领法庭
干警赶往被告家中做调解工作$在

沿途向村民了解了案情后!法官没
有简单地阐释法条!而是和被告及
其亲属拉起了家常!肯定了被告出
于对自己叔叔的关爱而占有该款
具有一定的善意!同时指出这种做
法已经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
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经过耐心细
致的工作!被告充分认识到了自己
的错误$ 下午

!

点多!法官在回法
庭途中就接到孙某的电话!说其侄
子已把钱如数归还给她!要求办理
撤诉手续$

据了解!自实行司法救助制度
以来! 尉氏县法院共对

'%

个案件
的当事人的诉讼费用进行了减 "

免"缓!为困难当事人发放司法救
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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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尉氏县人民法院

尉氏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刘世亮"右二#热

情接待来访群众$耐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

法庭开到集贸市场

为照顾行动不便的当事人!法

院将案件款送到年过古稀的老人

刘某家中

法官利用节假日在案发地调

处一邻里纠纷案件

法官成功调处一起宅基地纠

纷案件!当事人双方十年积怨得以

化解!促进了邻里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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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

月份!家住尉氏县的

王某家的一头公牛犊丢失!后发

现同村李某欲出卖的牛犊正是

自家所丢失的牛犊!便与李某交

涉要求返还!李某拒不承认" 王

某委托村干部#派出所多次调解

未果!遂向尉氏县法院起诉请求

判决李某归还牛犊"

在案件初审时!原#被告双

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并提出

要对争议牛犊进行
,-.

鉴定"

承办法官考虑到进行
,-.

鉴定

费用高昂! 已远超本案标的物价

值! 就利用假日积极组织双方并

邀请村干部# 基层网络工作人员

参与调解! 最终使李某认识到自

己的错误!将牛犊归还给了王某"

这是尉氏县法院落实$十件实事%

的一个成功案例"那么!尉氏县法

院到底怎么落实 $十件实事%的

呢&

大厅里设立%导诉台&

尉氏县水坡乡的张老汉膝下
有三女两男共五个孩子$大儿子常
年有病! 二儿子在外打工多年!上
了年纪的张老汉夫妇只好轮流在
三个女儿家居住$ 今年初!老汉的
老伴突然得了重病!三个女儿床前
床后地忙!多次催促二儿子就是不
回来 !于是 !张老汉就想状告二儿
子$但他来到法院却不知如何才能
告状$法院导诉员看到张老汉手足
无措的样子 ! 急忙将其让到大厅

内 !问清了老人的意愿后 !就将其
领到了立案庭!等老人办完了一切
手续后!又将其送到法院门口$ 离
开法院 !老人一脸迷茫地问 &法院
咋会有'服务员()

为方便群众诉讼! 尉氏县法院
在院立案大厅和各法庭都设立了导
诉台引导当事人诉讼# 该院院长刘
世亮告诉记者&'导诉台设立后!不
仅方便了群众诉讼! 也极大地提高
了法院的工作效率# (

上访时要见院长

程某因一起故意伤害案而卷
入官司'旋涡(!对方将其打成重伤
后!他起诉了对方# 法院受理此案
后先行进行了调解!对方对程某进
行了民事赔偿!并被判入狱

'

年#程
某认为法院量刑过轻而上访#

"

月
中旬!程某第一次找到承办此案的
法官!提出自己的观点 !要求法院
对其案件改判# 法官耐心解释后!

程某感到有道理但心里仍有说不
出的委屈#

&

月初!程某第二次来到

尉氏县法院!刚进大门!就说要见院
长# 院长刘士亮摆事实%释法理!终
使程某心服口服#

据了解!今年以来!尉氏县法院
认真完善落实院长接待群众来访%

院领导带案下访等项工作! 每周一
至周五由院长%副院长%党组成员接
待来访群众! 及时解决人民群众反
映的实际问题!促进社会和谐#截至
目前! 该院共接待群众来访

(#%

人
*次+!解决群众反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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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假日法庭&' 审理案件无%缝隙&

*

月
&

日!星期日$ 尉氏县法院
一号法庭内座无虚席! 这里正在审
理一起刑事附带民事案件$

法庭上!双方通过陈述"答辩后
达成了调解协议! 被告人一次性支
付了赔偿金! 原告放弃了对被告人
刑事责任的追究! 使这起案件得以
圆满解决$

自'假日法庭(设立以来!尉氏

县法院的法官牺牲节假日审理案
件! 使一些当事人在工作日无法到
庭的案件得以及时审理! 实现了案
件审理不受节假日限制" 案件审理
时间无'缝隙(连接$ 据介绍!半年
来! 尉氏县法院利用假日审理案件
($

件!提高了办案效率!缩短了当
事人的诉讼时间成本! 减少了当事
人的诉累!方便了群众诉讼$

调解%调&出和谐蓝天

($$/

年是'调解年($ 按照上级
要求! 尉氏县法院积极采取多种方
式实施立案调解"庭前调解"执行和
解"全程调解!建立了多元化调解机
制!有效地化解了矛盾!收到了良好
的社会效果$

张某与李某两家
!$

多年来因
邻里纠纷一直不和$

($$*

年李某因
怀疑张某举报他的工厂有环保方面
的问题! 遂纠集多人到张某家中对
其进行殴打!致张某轻伤$法院遂以
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
!

年! 并对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部分

进行调解! 但双方一直未能达成和
解!张某也因此走上了上访的道路$

得知本案情况后! 刘世亮和县委政
法委副书记杨清泉积极找张某做工
作!并多方协调!对张某的合理要求
予以权衡!使案件大有转机$现双方
已达成调解协议! 张某也表示对法
院所做的努力非常感谢! 愿意息诉
罢访! 一起涉诉信访案件得以妥善
解决$ 此外!近期!尉氏县法院洧川
法庭采取得力措施! 在一周内调解
结案

/

起农民工追讨工资案件!追
回农民工工资

!

万元$

村头挂起了国徽

'马锡五审判方式( 是尉氏县
法院近年来一直推崇的一种司法
审判模式$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维权意识也
在逐步提高$但由于受到客观条件
的限制! 他们学法的机会还很少$

为真正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

的效果!尉氏县法院尽可能将一些
涉农案件在当事人居住地或案发
地审理!将国徽挂在村头!将法庭
搬到农家小院"田间地头!收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

今年
!

月! 崔某无证驾驶三
轮摩托车在县城西关南路一交叉
口与白某驾驶的货车相撞! 致使
三轮摩托车乘车人李某" 李某某
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 尉氏县
交警大队认定崔某负事故主要责
任 !白某负次要责任 !李某 "李某
某不承担责任! 并进行多次调解

未果$ 李某以崔某"白某及该县某
保险公司为被告起诉至法院$ 随
后 !李某某将崔某 "某保险公司 !

崔某将白某"王某*货车车主+"某
保险公司起诉至法院$ 根据案情!

承办此
'

案的两个合议庭决定在
崔某所在的村开庭审理此案$ 在
庭审现场! 承办法官对

'

名原告
详细讲解了交通法规" 最高院有
关司法解释! 指出

'

人的违法过
错之处! 耐心说服其放弃无根据
要求"降低过高的求偿数额,其他
合议庭成员分别对白某"王某"某
保险公司做工作! 摆事实" 讲国
法"说人情!使

'

方愿意承担合理
的赔偿责任$ 最终!

%

方当事人达
成协议!

'

起案件仅用两个小时的
时间得以圆满结案 $ 村民们说 &

'法院的这种审判方式好!既教育
了当事人!也教育了我们$ (

廉政育警
育出一支廉洁队伍

廉政建设! 是尉氏县法院常
抓不懈的一项工作$ 特别是近半
年来!该院采取了多种措施!强化
了对干警的廉政教育! 营造了一
种良好的氛围!打造了一支廉洁"

高效的法官队伍$

'十件实事 (的落实 !坚定了
尉氏县法院干警一心为民" 公正
执法"廉洁从政的理念!转变了他
们的工作作风! 确保了该支队伍
执法为民的良好态势! 坚固了法
官们帮民难" 解民忧的信念$ 将
来! 尉氏县法院会扎扎实实地办
好群众期待解决的实事"好事!为
建设和谐尉氏提供强有力的法律
保障$

%啃掉&积案这个硬%骨头&

执行难! 是法院系统这几年一
直在破解的难题$ 被执行人由于种
种原因!或无能力履行执行标的!或
故意逃避执行!便形成了积案!致使
少数申请执行人因得不到法律应有
的保护而屡屡上访! 影响了社会的
和谐稳定$ 在清理积案中!尉氏县法
院不断创新工作机制! 综合运用政
策"法律等各种手段!确保清理执行
积案取得实效$

对列入清理范围的执行积案!

落实'四定一包(责任制&定承办人
员"定执行方案"定执行期限"定目
标责任! 对疑难复杂案件实行领导
包案$ 院领导和各部门负责人组成
了集中清理执行积案专项活动领导
小组! 定期召开会议研究执行工作
情况"制定执行工作策略$ 要求执行
人员彻底清查手中的案件! 根据清
积活动时间表制订出具体执行方
案!领导小组定期检查实施进度$

对社会关注的重点案件! 因人

制宜"因案施策!通过灵活有效的处
理措施!使一批 '骨头案("'钉子案(

得以攻克$

张某和李某是生意上的合作伙
伴!由于家庭的变故!张某借李某

!$

万元$ 预定还款日期到后!李某多次
向张某催要均无果$ 不得已!李某将
张某起诉到法院$ 法院审理后!判决
张某限期还款$ 张某认为!李某和自
己是好朋友! 将他告上法庭是给他
找难看! 就躲着不履行已生效的判
决文书$ 李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张
某干脆一走了之!外地打工去了$ 得
知张某的打工地点! 法官多次找到
他!讲政策"讲法律!终于在

*

月
%

日使张某制订了还款计划$

对涉及特殊主体的案件! 实行
重点突破, 对特困群体为申请执行
人的案件!优先清理!及时解决,对
重信"重访案件!着力于化解矛盾!

依法作出处理! 同时积极地进行执
行救助!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网上%晒晒&判决书

为使判决文书更透明 "更 '阳
光("更公正!尉氏县法院按照上级
要求!将应该上网的判决文书全部
在网上'晒晒(!让社会对其判决结
果进行有效的监督$

王氏兄弟共弟兄两个!哥哥在深
圳工作!弟弟在尉氏县老家务农$ 今
年

&

月!弟弟因宅基地与邻居发生了

纠纷! 经法院审理后! 弟弟败诉!于
是!他就打电话向千里之外的哥哥诉
苦!同时他还告诉哥哥!自己的判决
书已经上网$远在深圳的哥哥迅速打
开电脑!仔细浏览了判决书!认为法
院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无误!就电话
安慰弟弟!稳定了弟弟的情绪$ 同时!

他还对尉氏县法院的做法大加赞赏$

让穷人打得起官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