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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沟通为抓手，打通保障制度落地“三
关口”

①

②

图①：作者参加第五次上海市经济审判工作会议时的
合影。
图②：2002 年 1 月 18 日，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召
开机构改革动员大会。
图③：作者担任审判长审理沈某盗窃案。
③
件圆满审结和执行。
再看如今，法院有立案庭，有民
商等业务庭，有保全组，有执行局，
分工明确、规范有序。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法院
队伍不断壮大，法院办公日益现代
化。记得我刚到奉贤区法院时，全院
只有一台铅字打印机，庭审用钢笔记
录；下乡调查时，庭里轮流用一辆自
行车。
1998 年，我在奉贤区法院一幢
两层小楼内办公。现在的法院，在用
地面积、建筑面积、办公设施、车辆
等条件上，比我初来法院时不知好了
多少。法院人员数量也不断增长，从

50 多人发展到 300 多人，案件更是由不
及千件，发展到如今一年收结 3 万多
件。
每个法院人，都享受到了由改革开
放带来的红利。我就是改革的受益者之
一。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不可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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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萍乡中院】

7 月 10 日，在安
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
执 行 指 挥 中 心 ， 15
名农民工从执行法官
手中接过工资款，个
个喜上眉梢。这起历
经一年之久的追索劳
动报酬案件终于圆满
执结。图为工资款发
放现场。
聂 涛 摄

诉讼费手机扫码支付正式上线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诉讼服
务工作水平，
近日，
江西省萍乡市中级
人民法院与中国农业银行联合推出微
信、中国农业银行手机银行 APP 扫描
二维码缴纳诉讼费服务。
该二维码摆放在萍乡中院诉讼服
务大厅立案窗口显著位置，当事人只
需拿出手机扫一扫预置的二维码，选

高考，也不可能进入法院工作。
奉 法 者 强 则 国 强 。 改 革 开 放 40
年，法院的发展就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缩
影。
（作者系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
委会委员、刑庭庭长、审判员）

择缴费种类，
输入缴款人、
缴款人身份证
号、
缴款人电话、
被告名称、
缴费别名，
核
对缴费信息无误后即可确认缴费。
开通扫码缴费功能，既可大大节
省当事人的时间，
让当事人享受到“互
联网+”带来的司法便利，也有助于提
高法院的诉讼服务质效。
（杨 洋）

【甘肃甘谷县法院】

以物抵债执结 415 万元“骨头案”
本报讯 7 月 5 日，甘肃省甘谷县
人民法院历经寻找被执行人无果、可
供执行财产网拍失败等多次波折后，
成功执结一起标的额高达 415 万元的
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为申请执行
人及时挽回了经济损失。
该案涉及标的额较大，办理难度
较高，立案后执行法官奔赴外省寻找

被执行人，
但一人正在监狱服刑，
另一
人下落不明。5 月 2 日，该院对查找到
的一处可供执行的商铺依法进行网络
司法拍卖，
但二次流拍。为早日挽回申
请执行人经济损失，执行法官多方协
调，
积极与申请执行人沟通，最终申请
执行人同意以物抵债，
使得该起“骨头
案”
顺利执结。 （金小刚 李 梅）

最高法发布2018年度执行研究课题
⇨上接第一版 为加强课题管理，同时
还审议通过了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研究课
题管理办法》，并与课题同时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年度执行研究课题，由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管理负责。设立执行
研究课题制度，宗旨和目标是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理

念，紧紧围绕“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个目
标，紧紧围绕事关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科学
发展的全局性、基础性、根本性问题，紧
紧围绕人民法院执行工作面临的新情况、
新问题开展研究，不断推进执行体制和机
制创新，为建立解决执行难的长效机制提
供智力支持。
（韩 煦）

为确保实习律师进法院实习制度平稳推进，积
极与司法局、律协、财政部门等进行沟通，争取他们
的理解和支持，
创造制度落地生根的内外部环境。
一是严把入口关。经过协商，市律师协会负责
实习律师的公开招录工作。经过严格招录程序，确
保选送政治素质强、业务素质高、作风扎实的实习律
师到法院实习。律师协会还根据人选情况，确定每
批次的联络员，定期了解实习律师的表现情况。在
进入法院实习前，
律师协会召开实习律师会议，
对实
习律师到法院实习提出要求。
二是完善制度关。积极与律协协商，逐步完善
制度，努力解决实习律师遇到的困难。针对实习律
师必须代理 10 个以上案件的问题，经与市律协协
商，
市律协计划进行单独考核，
将法院实习期间的经
办案件进行折抵。
三是筑牢保障关。为确保实习律师能够安心稳
定在法院实习，
法院积极争取财政部门的支持，
为实
习律师提供必要的办公设备、良好的工作环境、必要
的交通和生活补贴，
以保障其生活和工作需要。

以制度为核心，建立“六位一体”综合管
理模式

——

1978 年 ， 奉 贤 中 学 恢 复 招 生 ，
我，一个在上海远郊的 15 岁农村少
年，有了前往县城读书的机会。那之
后的第五年，1983 年 8 月，我被借调
到上海市奉贤县人民法院 （现上海市
奉贤区人民法院），这一干，就是 35
年。
1983 年初入法院时，我是刑事
审判庭的一名书记员。第二年，我离
开了刑庭，当我再回来时，刑事司法
已发生了巨大变革。
1995 年 初 ， 我 再 次 被 调 入 刑
庭。当时正在进行审判方式改革，由
纠问式向控辩式过渡。作为一名一线
审判人员，那时的我更喜欢纠问式，
因为庭审效率较高。不过随着制度不
断完善，控辩式逐渐成为主流，审判
人员也接受和理解了这一更加先进的
庭审模式。现在看来，庭审模式的改
革让刑事司法更人性化了，也更科学
高效了。
2009 年初，我以庭长身份，第
三次来到刑庭工作，签发法律文
书、听取法官汇报、开庭开会讨论
等，忙得焦头烂额。不过，“让审理
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改革把庭
长从繁忙的事务中解放出来；“繁案
精审”“简案快审”“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等改革消化了大量的简易案
件，让法官可以把时间和精力用在
难案上。
离开刑庭的日子里，我在经济庭
工作了近 9 年，从 1984 年 5 月到 1993
年 2 月。那时的经济庭，从立案到执
行，几乎大包大揽。9 年里，我有近
一半时间在外地出差，走遍了大半个
中国。记得我孤身一人到新疆塔城办
案，找到藏匿在塔城的当事人和巨额
货物，我用两辆卡车，将货物运到乌
鲁木齐火车站，再托运到上海北站，
最后用两辆卡车分别装运到两家原告
单位。前后用了 20 多天，终于将案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35 年，在司改中不断成长

案例 8

建立实习律师充实审判辅助力量机制 完善配套司法伦理规范

为贯彻落实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提出的
“探索建立法学专业学生、实习律师到法院、检察院
实习，担任司法辅助人员制度”的要求，江苏省苏州
市两级法院积极探索实习律师进法院实习制度，通
过加强与司法局、律协等单位的沟通，
从实习律师的
报名选拔、指派接收、实习指导、执业考核、廉政风险
防范等方面不断深化制度创新。2016 年 10 月以来，
苏州两级法院先后接收实习律师 69 人，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有效促进了法官和律
师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

先后出台《关于建立实习律师到法院实习制度
的实施意见（试行）》
《关于实习律师、法学专业学生
在院实习的有关规定》等文件，
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定
员制、定岗制、导师制、补助制、考核制、问责制等六
项制度，
做到“严进严出”
“严管厚爱”，
确保实习律师
队伍不出问题。
一是确定岗位职责。法院为每个实习律师指定
一位庭长或资深法官担任指导老师，结对指导学习
工作。实习期暂定 6 个月，全日制上班。实习律师
前三个月主要从事应诉材料等法律文书的送达、庭
审记录和案卷装订等书记员工作，以深入熟悉法院
工作流程。后三个月可以协助法官与当事人进行谈
话、调解乃至从事制作简易法律文书等法官助理工
作，
以提高法律实践能力。
二是加强管理落实。法院通过建立临时档案、
指定导师、加强考核、座谈了解等方式，切实担负管
理责任。法院在实习期间为实习律师指定导师，由
所在业务庭和导师对实习律师在实习期间工作进行
指导和管理，
实习期满会对实习律师进行考核，
就实
习表现（完成工作量情况、其他综合业绩情况、作风纪律情况）进行全面客观评
价。每次实习期满，
法院政工部门还与律师协会联合召开实习律师座谈会，
听取
实习律师的意见建议。
三是明确纪律红线。法院在实习律师进入法院时为每位实习律师发放纪律
须知，
明确实习律师必须遵守的审判执行和廉政纪律等各项规章制度，
特别是遵
守审判保密要求，如有违反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明确对实习律师执行严格的
回避：
进法院前在所在律所代理的案件不再办理，
进法院后涉及到所在律所的案
件主动回避，不得承担该案的审判辅助工作。还将实习律师名单交本院监察部
门备案，加强廉政监督，一旦发现有违反廉政等纪律的，立即终止在法院的实习
工作。

以
“亲清”为原则，
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
法院对实习律师和指定导师提出了“悉心指导、虚心学习、用心工作、真心对
待”十六字工作要求，让两者在工作过程中形成“亲清”新型法官与律师关系，推
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深层次发展。
一是构建法官与律师“双赢”机制。实习律师进法院充实审判辅助力量，参
与审判辅助工作，减少法官的事务性工作，帮助法院提升审判质效，从而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案多人少的矛盾。同时，
实习律师协助法官办理大量案件，
快速积累
经验，熟悉审判流程，提升律师执业技能，并增进对法官及其工作的理解尊重。
据初步统计，一年多来，69 名实习律师协助法官累积办理案件 6000 多件，最多的
一位达到 212 件。
二是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与社会民众
“多赢”
机制。实习律师进法院，
增进两
者的了解和互信，
有利于构建互相尊重、
互相支持、
互相监督、
正当交往、
良性互动
的
“亲清”
新型法官与律师关系，
有助于案件纠纷的处理和社会矛盾的化解。据不
完全统计，
在最初批次的实习律师转正为律师代理的案件中，
案件的调解率更高，
当事人的信访缠讼机率更小，
对司法公信力提升也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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