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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我们应当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在指定管辖模式下研究少年法庭及其
定位，为少年审判注入创新元素，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以司法改革推动少年法庭更好发展
王建平

中国大陆少年审判正在经历一场
前所未有的变革。目前，少年审判改
革与家事审判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中
的内设机构改革相互交织在一起，如
何面对和破解改革中遇到的发展瓶颈
问题以及与家事审判改革发生的交叉
重叠问题，是目前司法改革过程中需
要重点解决的难题。笔者认为，我们
应当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在
指定管辖模式下研究少年法庭及其定
位，为少年审判注入创新元素，更好地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一、着力加强少年审判机构建设
三十多年来，少年审判工作在理

念创新、制度创新、方法创新、专业创
新和成果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
就，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时代特
征、地方特点的少年审判之路，得益于
有一些专门的机构、专业的人员在从
事这项神圣而庄严的工作。

但是，三十年来，少年法庭也存在
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截至 2014 年 10
月，全国法院共有少年法庭 2253 个
（其 中 1200 多 个 仅 仅 是 合 议 庭 建
制）。除北京、上海、河南和甘肃外，全
国高级法院还没有建立起指导全省少
年审判工作的统一的少年法庭机构，
甚至一些省市法院在此次人民法院内
设机构调整中撤销了少年审判庭建
制，导致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缺乏
合力；遇到难题，缺少对策；顶层设计，
缺少指引；未来发展，缺失方向，从而
制约了少年审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少年审判，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
能前进不能倒退。我们不能因为案件
减少而取消少年法庭，等到少年犯罪
案件再次上升时再去重新组建专业队
伍。建立健全少年审判机构，可以便
于政法机关工作对口，有利办案；便于
政府社团联系对口，有利协调；便于上
下级法院审判对口，有利案件管理、业
务指导、专业培训和业绩考核；便于最
高法院顶层设计，有利统筹兼顾，努力
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向长久化和专业
化的方向发展。

据此，笔者建议，各高级法院，直
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市（包括计划
单列市）中级法院，有条件的地级市中
级法院应当全部成立独立建制少年审
判机构。上述地区的基层法院要按照
上级法院指定管辖规定建立独立建制
少年审判机构，努力实现少年法庭从

“机构挂靠、人员挂名”向“专门机构、
专业人员”的转变。如果没有建立健

全全国法院少年审判机构，我们将难以
完成历史赋予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
作。

二、积极推进少年审判指定管辖
1998年起，江苏省连云港法院等全

国部分法院开始对未成年被告人刑事案
件实行指定管辖集中审理制度，将涉少
刑事案件由犯罪地人民法院管辖改由上
级法院指定某一法院审理。该制度后被
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65 条规定吸收。
但是，该制度从初创时起到现在已经二
十年了，指定管辖集中审理制度尚未在
全国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市（包括
计划单列市）中级法院以及有条件的地
级市中级法院下辖基层法院全面推行，
这不利于实现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的
集约化和专业化，不利于推动未成年人
司法保护综合体系建设。如果实行指定
管辖集中审理制度，可以将分散审理的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集中分配给部分法院
审理，向专门法院即少年法院的建立迈
出探索步伐，同时可以摆脱受案法院收
案数明显减少的困境。

与指定管辖集中审理制度相配套，
建议修改《解释》第463条和第464条涉
少刑事案件受案规定，对未成年人与成
年人共同犯罪分案起诉的案件，统一由
接受指定管辖法院的少年审判庭审理。
对成年人侵犯未成年被害人刑事案件，
不受“根据少年法庭工作的实际情况决
定”限制，全部纳入少年审判庭受案范
围，统一案件管理，统一裁判标准，统一
延伸工作，统一司法分析。

在总结涉少刑事案件指定管辖集中
审理制度经验和研究如何进一步推广该
项制度时，我们要结合司法体制改革中
的内设机构改革，建议政法机关同步对
应运行。据悉，二十年来，在人民法院试
行指定管辖集中审理制度时，海南省海
口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山西省大
同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等
省会城市以及安徽省芜湖市、甘肃省庆
阳市、吉林省辽源市等地级市又向前迈
出了一步，各建立了由基层检察院和基
层法院对应的指定管辖集中起诉集中审
理制度。这为检法两家合力开展以社会
调查为主线的法庭审理、系列帮教和犯
罪预防工作，将办案机制向纵深延伸奠
定了基础。

三、明确刑事审判中心不能动摇
少年法庭的发展，起源于少年刑事审

判。少年刑事审判的发展推动了少年警
务、少年检察、少年审判制度直至少年司
法制度的建立。少年刑事审判方式的各
项举措被刑事诉讼立法吸收，作为“未成
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加以规定，使少
年审判改革有了法律依据。近年来，涉少
刑事案件虽然减少，截至2015年，全国仍
有43846名未成年人犯罪在发生，其人数
为2008年的51%。如将上述指定管辖集
中审理制度推广实施，受诉法院刑事审判
工作可以维持或接近原有受案水平。且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和未成年被害人的
保护同等重要。长宁区法院少年审判庭
从2012年底起将成年人侵犯未成年人人
身权利的刑事案件率先纳入少年庭受案
范围。以后还可研究并探索将父母服刑
留有未成年子女无人监护（或无力监护）
的刑事案件纳入少年庭受案范围，对孩子
加以特殊保护。因此，以刑事审判为中心
的少年法庭定位不能动摇。

在少年审判改革中，有的业内人士
提出要扩大少年刑事案件受案范围。主
要有两种想法。一是向前延伸，将未达
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保护处分案件
如政府收容教养案件，包括送工读学校
（有的称“专门学校”，下同）的司法审查
和裁决工作交由人民法院审理，纳入少
年审判职责范围。二是向后延伸，将年
满18周岁不满22周岁或25周岁的青年
人犯罪案件纳入少年审判职责范围。

向前延伸的主张与少年审判职责较
为吻合，其关注和保护对象都是未成年
人。目前涉及到我国两部法律的适用问
题。一是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四款规定
执行情况令人担忧。该法规定因不满十
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
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
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司法实践中，一部分
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在违法犯罪行为
案发被抓捕后一放了之，有的虽责令家长
监管但形同虚设，有的由政府收容教养但
为数不多，引起社会一定反响，并引发了
一场是否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讨论，且
公说公理，婆说婆理，难以形成通说之
理。二是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
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在执行中遇到难题需
要应对。该款规定，对有“严重不良行为”
的未成年学生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

受教育，应当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或
者原所在学校提出申请，经教育行政部门批
准。该规定出台前，有的省市曾经规定，需
要家长、学生和教育机构三方同意才能办理
入学，但有的学生及其家长不愿配合。现在
有了国家立法规定，但学校不愿单方申请，
免得学生不愿入学出现意外。目前许多城
市的工读学校生源少，甚至出现老师学生

“一对一”的状况。有的工读学校办学条件
较为优越，却没有“工读生”，而是其他方面
的学生。这意味着工读学校的“非刑罚功
能”被削弱，有的工读学校在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和矫治方面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一部分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少年没有得到有
效的教育和矫治，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越走
越远。能否将这些有罪错行为的孩子管起
来，建立国家亲权制度，由国家担负起监护
责任。通过完善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
将政府收容教养案件，工读学校强制就读案
件通过一定诉讼程序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交
由人民法院裁决，需要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
分析予以充分考虑，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这
部分少年群体的保护工作。关于向后延伸
的主张，虽说国际立法已有先例，心理学研
究还有范例，但要推广实施还要结合少年审
判职责定位等改革总体规划的推进以及年
满18周岁不满22周岁或25周岁的青年人犯
罪案件是否还具有未成年人犯罪特征等多
方加以论证。

在以刑事审判为中心框架下，适度向
涉及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家事案件和部
分涉少民事侵权案件延伸，扩大未成年人
保护范围。因而，少年审判庭不能全面受
理其他非涉少家事案件，也不应当受理其
他涉少民商事案件。类似于消费领域的
借贷案件和生产领域的借贷案件是由两
个不同的民事审判部门审理一样，凡涉及
未成年人抚养的离婚案件和不涉及未成
年人抚养的离婚案件分别由少年审判庭
和民事审判庭两个部门审理也无妨。少
年审判将关注的视角和落脚点永远放在
孩子身上，从而与民事审判平等保护相区
别。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他们可以汇聚起法治中国建设的磅礴
力量，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呵护！

（作者系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
家事综合审判庭庭长）

本院于 2018年 5月 3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洪菊兰申请宣告
邹中良死亡一案，申请人洪菊兰称：邹中良，男，1951年7月29日出
生，汉族，原住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莲子岗自然村，身份证号码
34021119510729061X。1996年被申请人邹中良离家出走，至今下
落不明。邹中良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
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报的，下落不明人邹中良将被宣告死亡，凡知
悉下落不明人邹中良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
悉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安徽]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黄胜申请宣告黄坚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黄坚（公民
身份号码350102197507070332），男，汉族，1975年7月7日出生，原
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津泰新村5-501，于1997年7月起，下落不明
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黄坚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仍下落不明的，本院
将依法宣告黄坚死亡。 [福建]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杨鸿琴申请宣告夏传英死亡一案，经查：夏传英，
女，汉族，1924年 7月 24日生，无业，住兰州市西固区石圈村 94
号，于 2006年 5月 12日离家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满 4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夏传英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 [甘肃]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韦云申请宣告被申
请人罗亮香死亡一案。申请人韦云称，被申请人罗亮香系其母亲，
患有精神疾病，于2011年7月在柳城县太平镇太平街大埔路口出
走，经亲属多方寻找，及向所在地分安机关报案，均寻找未果，至
今下落不明，为此申请宣告其死亡。下落不明人罗亮香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
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罗亮香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罗
亮香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罗亮香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西]柳城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海艳、张海洋、张
海英、张海洋申请宣告张海波失踪一案。申请人张海艳、张海洋、
张海英、张海洋称：被申请人：张海波，男，1966 年 7 月 10 日出
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鸡西市滴道区中暖。2012年10月30日被申
请人离家出走，自此与家人再无联系。下落不明张海波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

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张海波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张海波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鸡西市滴道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2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于洋申请宣告陈红霞
失踪一案。申请人于洋称，其母亲陈红霞于2003年8月离家出走，至
今未归。因多方寻找，仍杳无音讯。下落不明人陈红霞应当自公告之
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
的，下落不明人陈红霞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陈红霞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陈红
霞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安达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5月 2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韩海江申请宣告
韩立园失踪一案。申请人韩海江称，其女儿韩立园 2011年 10月
份去大连打工，2012年10月份联系不上，因多方寻找，仍杳无音
讯。下落不明人韩立园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
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韩立园
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韩立园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韩立园情况，向本院
报告。 [黑龙江]安达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3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于淼楠申请宣告董红
霞失踪一案。申请人于淼楠称，其母亲董红霞于2008年12月13日
离家出走，至今未归。因多方寻找，仍杳无音讯。下落不明人董红霞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
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董红霞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董红霞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董红霞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安达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5月 3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金博申请宣告
李爽失踪一案。申请人李金博称，其母亲李爽于 2012年离家出
走，至今未归。因多方寻找，仍杳无音讯。下落不明人李爽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李爽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李爽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李爽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安达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6月 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续缘申请宣告王
清玲失踪一案。申请人王续缘称，其母亲王清玲于2009年离家出
走，至今未归。因多方寻找，仍杳无音讯。下落不明人王清玲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
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王清玲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

清玲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王清玲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安达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思涵申请宣告于
桂红失踪一案。申请人刘思涵称，其母亲于桂红于2015年离家出
走，至今未归。因多方寻找，仍杳无音讯。下落不明人于桂红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
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于桂红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于
桂红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于桂红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安达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爽申请宣告刘丽丽
失踪一案。申请人王爽称，其母亲刘丽丽于2005年3月离家出走，至
今未归。因多方寻找，仍杳无音讯。下落不明人刘丽丽应当自公告之
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
的，下落不明人刘丽丽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刘丽丽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刘丽
丽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安达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照兰申请宣告姜德林
死亡一案。申请人张照兰称，姜德林于2003年1月9日驾驶货车从友
好开往绥滨，到达绥滨后失去联系，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姜德林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
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姜德林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姜
德林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姜
德林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伊春市友好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梅桂芳申请宣告梅桂新死亡一案，经查：梅桂新，男，
1946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黄梅县人，住黄梅县大河镇大桥
村十五组。于1995年9月1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梅桂新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
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湖北]黄梅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廖和妹申请宣告被申
请人黄永忠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黄永忠，男，汉族，1968年10

月28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3292219681028513X。申请人廖和妹系
黄永忠妻子。2012年7月13日黄永忠突然离家出走，申请人及家属
四处寻找无果，黄永忠至今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1年。希望黄永忠本人或知其下落的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东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易君宇申请宣告陈冬失踪一案，经查：陈冬，
女，汉族，1994年12月22日出生，湖南省隆回县人，住隆回县北山
镇大塘村2组7号。陈冬于2015年12月离家出走后，至今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陈冬本人或知道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
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的日期为2018年6月11日至2018年9月10
日止，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湖南]隆回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杨召红申请宣告赵季
花失踪一案。申请人杨召红称，自申请人之子杨璐璐于2009年8月
无锡遇车祸身亡后不久，赵季花便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人赵季花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
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赵季花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赵季花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赵季花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泗洪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袁振威申请宣告普汉书失
踪一案。申请人监护人袁家利称，普汉书于2010年8月份离家出走。下落
不明人普汉书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
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普汉书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普汉书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普汉书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泗洪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2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齐健申请宣告齐九贵
死亡一案，申请人齐健称，申请人齐健与被申请人齐九贵系父女关
系。被申请人齐九贵是锦州地毯厂职工，因与单位劳资关系，于2002
年离家出走。2014年5月27日，锦州市公安局凌河分局菊园派出所
出具了被申请人下落不明的证明。下落不明人齐九贵应当自公告之
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
的，下落不明人齐九贵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齐九贵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齐九贵
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于金玲申请宣告高限君死亡一案，经查：高限
君 ，男 ，汉 族 ，1981 年 7 月 17 日 出 生 ，身 份 证 号 码
210623198107174071，辽宁省东港市人，原住辽宁省东港市北
井子镇范家山村山前村民组，于 2017年 12月 11日在随船出海

作业期间落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已无
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高限君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人员与本院东港法庭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判决宣告高限君死亡。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刘光辉申请宣告刘鑫死亡一案，经查：刘鑫，男，
1980年7月16日出生，汉族，户口所在地青岛市市南区银川西路85号
附号附2户，身份证号37021319800716321X，系申请人刘光辉之子，自
2014年后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刘鑫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公告期
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山东]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孙安亭申请宣告孙同凤死亡一案，经查：孙同凤，
女，1963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户口所在地青岛市市南区伏龙路7号5
号楼2单元403户，身份证号370202196311273044，系申请人孙安亭之
女，自1989年后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孙同凤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公
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山东]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1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高秀兰申请宣告唐彬死亡
一案。申请人高秀兰称，2006年4月20日，被申请人唐彬因老年痴呆症
等原因，从家中离家出走，至今已有十余年，期间，申请人经多方打听其下
落，沓无音讯。下落不明人唐彬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
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唐彬将被宣告死亡。
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唐彬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唐彬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西]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24日对陈红艳申请宣告孙立新死亡一案，依法作
出（2018）辽0304民特4号民事判决书，因孙立新出走之日至今6年没有
音讯，虽经其家人及亲属多方寻找直至本院在报刊公告查寻，仍下落不
明，申请人陈红艳作为孙立新之妻申请宣告孙立新死亡，符合法律规定
宣告死亡的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
定，依法判决宣告孙立新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现依法公告送达。公告
之日起满6个月视为送达。 [辽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杜勋碧申请宣告杜勋朗（男，生于1949年12月10
日，汉族，公民身份号码：512902194912103718，户籍地：四川省华蓥市永
兴镇鲤鱼村1组）死亡一案，于2017年6月11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现
已届满，本院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2017）川1681民特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宣告杜勋朗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四川]华蓥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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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9时20分开始，物品登记组、公证

组、摄像人员有序进入现场，对室内医
疗设备等物品进行一一登记造册，搬运
工将物品妥善运至法院指定地方。

整个腾退活动有条不紊持续至 12
时结束，将房屋和设备移交给申请人。

“我们对法院强制腾退行动非常满
意，可以尽快盘活资产，为茶场职工就
医看病创造良好条件。”敬亭山茶场资
产管理办主任路正军说。

被执行人许某对法院执行行动也很
满意，“程序很规范，感谢执行人员最大限
度保护了我们的资产，可以更好地变现。”

“第一次亲身经历法院依法强制执
行过程，切实感受到了执行法官为申请
人的合法权益所作出的艰辛努力。”全
国人大代表王孝巧说。

芜湖：集中兑付
9时20分，芜湖市法院专门对新近

执结的一批案件执行款进行集中发放。
现场气氛欢快，50 名申请人和执行法
官脸上都带着笑容。据介绍，芜湖法院
在“江淮风暴”执行攻坚战中，注重涉
民生案件化解，两个月来，全市共执结
涉民生案件350件，涉案标的额1603万
元。

在30多位人大代表的见证下，共发
放执行款近800万元，涉及8个案件多达
190多位当事人；其中还向4件“执行不
能”的5位困难申请人发放司法救助款
3.9万元。

铜陵：依法拘留
9时30分，铜陵市铜官区法院30名

执行干警兵分三路，直奔被执行人住
处。该院在10天内已连续三晚开展“全
城抓‘老赖’行动”，拘传 55 人，拘留 20
人，对被执行人形成强大震慑。

执行一组率先到达铜陵市铜都大道
国有林场网点房1号，将被执行人冉某

堵在办公室内。许某、冉某在离婚前因经
营物资公司需要，向多人借贷，仅支付一个
月的利息后就拒不还款。目前涉及三个执
行案件，欠款98万余元，许某一直下落不
明。

看到突如其来的执行人员，冉某虽感
意外但清楚法官的来意。“你们拖欠殷某三
人的欠款有四年多时间了，如果继续拒不
履行，法院将对你依法拘留。”法官郑重告
诉冉某。

“不是不还，是公司经营困难，等有钱
了就还。”见冉某丝毫没有还款的意愿，法
官当即出示搜查令，对其公司办公室进行
搜查，找到账本若干、机动车登记证两本、
徐工牌大型吊车权属证书两本、铜器玉器
摆件多件。

执行人员当场依法拘留冉某。

马鞍山：搜查扣押
9时30分，马鞍山市花山区法院执行

人员抵达马鞍山市广源金属结构有限公司

办公场所。申请人李某在该公司工作时从
高空跌落摔伤，法院判决该公司支付李某
各项损失8.8万余元。但该公司拒不履行
义务。

执行庭庭长袁传文向公司负责人宣读
了执行裁定、搜查令。执行人员兵分两路，
对办公室和生产区进行依法搜查，共提取
到被执行人现金日记账、总分类账、合同文
本、票据等财务资料。“法院将根据申请人
的申请，依法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这些财
务资料进行审计，调查该公司运营情况，查
找有无经营收入、有无应收账款。”袁传文
说。

与此同时，另一执行小组依法查封扣
押该公司龙门吊一台、叉车两台、不同规格
的钢结构60根以及减速器等财物。假如
被执行人继续拒不兑现执行款，法院将依
法对这些财物进行评估、拍卖，以实现申请
人的债权。

在现场见证执行的人大代表们表示，执
行行动规范有序，打出了声势，形成了威慑。

⇨⇨上接第一版
岗位人员的确定在个人志愿和

庭室调剂的基础上合理安排，充分
尊重每个人的意愿，岗位的任务量
则经过科学的测算。

莱州法院用精细化的规范和考
评，为管理文化增加力度。

早在 2014 年莱州法院便开始
试点，从全院各个庭室选择8个有
代表性的不同岗位，测算每年的工
作量。三年过去，岗位的平均任务
量也随之出炉。

“这就像是牛鼻子，之后一系
列工作都是由它延伸出来的。”王
振华说。

平均任务量为不同岗位的年任
务量标准的设定奠定基础，在这中
间还有相应的调配。比如审监庭的
案件数达不到冯兵的任务量，他还
需要办理民二庭的案子。

“法院里没闲人，每个人都发
挥出最大的力量。”王振华说。

如何让案子的分配也做到公平
合理？莱州法院在确立公平的分案
规则时用到了堆栈理论。根据任务
数和手里存的案件测算每个人的存
案率，对存案率进行排序，看哪位
法官需要增加案子。再定一个分案
的上限，手里的案件如果达到了任
务数的60%，便停止给这位法官分
案。

“轮给每个人简单案子和难案
子的概率是一样的。”王振华说，
用这种方式解决法官忙闲不均的问
题。“与绩效奖金挂钩，能力强、
办案多就应该多劳多得。”

“大家都认为审管办主任是个
不好干的角色。”刘廷进笑着说，
但他却觉得自己干得很顺畅。他把
原因归结为莱州法院充满正能量的
文化基础。

审管办每个月都会做业绩考
核，对已组建的 53 个法官团队进
行考核，重要的指标是完成率。
到了年底有总的业绩考核，将员
额法官分为四档，一档业绩最为
突出。

每天的庭审评查是信访办王晓
彤的常规工作。拿着一份列有 15
个具体项目的评查表，她通过电脑
庭审播出平台，逐个对照检查庭审
作风、程序及规范。文书评查每月
都有，案卷评查每季度都有，所有
评查结果都与年底的业绩考核直接
挂钩。

法院餐厅门口，一个大屏幕滚
动展示着当月各审判团队、执行团
队的业绩考核结果。按照完成率高
低排序，任务量、结案数、完成比
例等数据逐项展示。

院领导的团队也有，案子办多
办少，一目了然。

法正才能民安

2012 年，当由绪斌带领全院
干警宣誓时，他就觉得需要有一种
崇高的精神来引领这支队伍。那时
候还没有正式的宣誓制度，他们自
己起草了一段誓词。

“为公正莱州、和谐莱州贡献
力量。”这一句话，由绪斌记得格
外清楚。

法正，才能民安。
也是在 2012 年，莱州法院开

始建设“法正民安”文化品牌，寓
意公正司法、一心为民。

山东省人大代表、山东文景律
师事务所副主任王凌燕对莱州法院
诉前调解室、速裁庭、交通事故处
理法庭等便民措施赞不绝口。

去年在烟台开会的时候，王凌
燕听到一位企业家的故事。外地客
商来到莱州与当地人做生意，看到
莱州好几块户外大屏上滚动播出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客商随即下定了
合作的决心：“莱州法院这么公开
公正，和你们当地人做买卖，我们
放心。”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
碑。

人民调解室里，三位当事人
正在聊天。在人民调解员沙守芳
的努力下，一起石料加工合同纠
纷用了不到四天时间便化解了。

“今天来法院，说了五分钟就解决
了。”当事人张华明心满意足地坐
在一边，等待着即将制作完毕的
调解书。

2016 年，莱州法院印制了一
本普法书籍《法槌起落间》，莱州
市西小区的居民代表、各楼楼长
人手一本。书里生动的事例解释
了复杂的法律知识。“反响非常
好。”烟台市人大代表，西小区党
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姜肖蓬还
建议法院给他们社区每位成员都
发一本。

住在莱州西小区的郎咸梅现
在已经自发成为法院工作的宣传
员。

去年8月，她的父亲因为与人
发生口角被打成颅骨凹陷骨折，后
鉴定为轻伤一级。郎咸梅觉得鉴定
不公平，作为此案承办法官的研究
室主任郑跃强依法启动重新鉴定，
主动联系鉴定机构，耐心释法明
理。郎咸梅加了郑跃强的微信，遇
到不明白问题就咨询。郑跃强时常
向郎咸梅询问父亲的病情。虽然重
新鉴定还是轻伤一级，但她最终接
受了鉴定结果，对最终的判决也感
觉很公正。

“同心圆文化有一个最终目
的，提升司法公信力。”郑跃强将
公信力分为自信力和他信力。自信
力靠自我能力的提升，他信力则来
自老百姓，“让老百姓信任我们的
司法能力”。

着力打造群众满意的服务型法
院，莱州法院连续多年在人大评议
活动中名列前茅。

如今，莱州法院文化建设已经
全面开花结果，先后荣获“全国法
院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全国法院
思想宣传工作先进集体”“省级文
明单位”“全省人民满意的政法单
位”“全省审判工作先进集体”等
称号。

文化建设最终是为了执法办
案。

2018 年 1 月至 5 月，莱州法院
审执案件收案 6434 件，结案 4576
件，结收比71.1%，结案率54.8%，服
判息诉率 94.2%，各项数据呈健康
良性态势。

“让大家在法院大家庭里实现
自我超越，办案能力有超越，思想
境界有超越，服务水平有超越，每
一年都比前一年有提升，有不断努
力奋斗得来的成就感。”走过位于
法院二楼大厅的文化墙，由绪斌回
头看了看墙上刻着的“法正民安”
四个大字。

电梯开了，电梯间的电子屏响
起莱州法院的院歌 《天平之歌》。
视频中，莱州法院干警正在统一指
挥下齐声高歌。

全体成员一股劲、一个调，此
时正唱到歌曲的高潮部分。

“携手共筑辉煌，万家好梦同
圆！”

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