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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宪法精神 提升法治意识
——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推进
“阳光司法”小记
□时报记者 张海霞 蒋忠财 摄影报道
12 月 4 日，第四个国家宪法日来领之际，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
要求，该院以“弘扬宪法精神 感受公平正义”活动为主题，精心组织开展"12.4"国家宪法日系列宣传活动，通过组织宣誓、上街普法、学生观摩模拟法庭等活动，进一步提
高了全民法律意识，营造了良好的尊法、学法、
守法的社会氛围。今年，
该院全面推进“阳光司法”
，
以公开促公正，
司法为民赢得群众的点赞。

弘扬宪法精神

营造良好司法氛围
12 月 4 日上午 10 点 15 分，庄严的国歌奏
唱，
在海东法院程旭文院长的领誓下，
该院全体
干警面对国旗与最高人民法院主会场同步进行
了庄严的宪法宣誓。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
祖国、
忠于人民，
恪尽职守、
廉洁奉公，
接受人民
监督，
为建设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的社会主义
国家努力奋斗!”通过宣誓活动，进一步增强了
广大干警宪法和法律意识，更好地履行人民法
院审判职责，
维护宪法权威，
捍卫宪法尊严。随
后，
该院又召开党组成员、
庭室负责人参加的中
心组专题学习会议，
会议认真学习了《中国共产
党章程》的总纲、
党员、
党的组织制度等内容。
同时，该院抽调 6 名干警来到平安区中心
广场，设置法治宣传咨询服务台，悬挂法治宣
传标语。在活动现场，法官耐心为群众解答了
一些法律问题。发放宣传手册 200 余份，解答
有关民间借贷、建设工程施工、农民工工资、婚
约彩礼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咨询 30 余人次，
法官还引导群众正确使用诉讼权利，增强了广
大群众用法维权意识，得到广大群众的点赞。
此次活动，
践行
“谁执法谁普法”
的普法责任
制，
把法律送到基层，
送到群众身边，
赢得了良好
的法治宣传效果。
“在今天的宪法日宣传活动中，
群众咨询的问题主要以农民工工资、
婚约财产纠
纷、
伤残赔偿等问题为主，
大多数群众由于法律
意识淡薄，
没有留存足够的相关证据，
以后不得
已走司法程序时一定要保存好自己的有利证据，
要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
海东市
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书记员马玉兰说。
为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有效预防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建设
平安和谐校园。当日下午，该院邀请平安第三
中学初二年级 100 余名师生参观了该院新建
的诉讼服务中心、数字法庭等，法官详细向师
生讲解了法院司法公开等工作情况。同时，开
展了以真实校园欺凌案件为故事情节的模拟
法庭。在模拟法庭上，11 名法官、干警和海东
市人民检察院 2 名检察官助理分别扮演审判
长、审判员、书记员、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
法警等角色。按照审判、宣判等多项环节依次
全程进行法庭模拟，通过“审理”发生在身边的
案件，激发了青少年学习法律知识的浓厚兴
趣，使学生们的法律素养和学法、守法的自觉
性有了提高，给青少年敲响了警钟，对预防青
少年犯罪起到了积极作用。
“ 今天观摩了法院
的立案大厅，模拟法庭后使我感触极深，在以
后的生活和学习中，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冷
静处理，和平解决，不应该用暴力去解决问题，
要用法律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希望
学校多举行这样的活动，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法
律意识，做一个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少年。”平
安三中初二学生李柄荣说。
平安三中 8 年级 2 班李婷老师说,“摸拟法
庭以去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校园欺凌事件为
背景，直观的为孩子们上了一堂深刻地普法
课，让孩子们更加懂得法律的权威和法庭的威
严，使孩子们深刻地感受到校园欺凌事件对自
己、对双方父母和社会造成的危害性。”

平安三中学生直观摸拟法庭现场

法官为群众发放相关法律手册场景

海东法院宣誓现场

推进阳光司法
自司法体制改革后，海东法院依
法履行审判职责，定期召开季度审判
工作调度会，分析审判工作基本情况，
摸清未结案件底数，成立专业法官委
员会，认真剖析研究案件存在的问题
和原因，做到裁判有据、结论准确。强
化案件管理，严格规范审判流程跟踪，
将所有案件审理的每一个环节都纳入
审判流程进行同步管理、同步监督，以

立案程序机器人小东和群众互动现场

提升办案质效

最大限度避免超审限现象发生。同 “阳光司法”
，以公开促公正。
时，实行统一结案管理，审判管理部门
据了解，
今年该院受理的各类诉讼
对报结案件内容和程序严格审查，避
案件办案质效明显提升。1-11 月份，
免提前或延迟报结。实行定期案件评
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 10339 件，结
查、专项评查和重点评查相结合，认真
案 9115 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
准确分析评估，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发
10.34%和 14.40%，
结案率为 88.16%。市
现并及时纠正，促进审判质效提高。 中院受理各类案件 934 件，
结案 836 件，
坚持立案公开、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
结案率为 89.51%，
结案率和法定审限内
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全面推进
结案率居全省中院第二。

破解执行难题

实现
“三升四降”

海东法院按照最高院基本解决执
境、
高消费及投资置业等，
106 起案件的
际执结各类案件 107 件。截至 11 月份，
行难要求和省院“高原意志”执行攻坚
被执行人迫于压力主动履行了义务，
履
两级法院协调干警在各县区法院相继
活动安排，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
行金额 1001.6 万元。依法制裁规避执
开展协同执行专项活动，
开展涉民生执
署推进工作，着眼于实现执行案件“三
行行为，
对 1992 件案件采取拘留、
罚款、 行款集中兑现大会 4 次，48 件执行案件
升四降”目标，强化措施、完善机制、加
查封、扣押、冻结、划拨等措施，对 68 人
兑现总额 2255.84 万元。共受理执行案
强督导，
努力破解执行难问题。
拘留、3 人罚款。推进互联网电子竞价
件 3298 件,执结 2456 件，同比分别上升
该院通过引入智能化“点对点”查
司法拍卖模式，
探索流拍财产的网上变
22.4%，
执结率为 74.46%，
执结标的 4.36
控系统，
专人负责全天候循环核查被执
卖机制，
与淘宝网合作，
全市 5 家法院实
亿元，
执结率居全省法院第二。执行完
行人各类财产信息超过 10 万次，网上
现了网拍，
覆盖率为 71.4%，
网络拍卖标
毕案件占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比例达
冻结存款 402 次 3619.9 万元，
在破解
“被
的 10 件，成交 4 宗，成交金额 257.37 万
89%，居全省法院第一。市中院受理执
执行人难找、财产难寻”问题上取得突
元。坚持“高原意志”执行攻坚活动与
行 案 件 88 件 ，执 结 55 件 ，执 结 率 为
破。通过微信公众号将 534 名自然人、 日常执行相结合，
持续实施
“春雷行动” 62.5%，
执结标的 3.21 亿元，
基本实现了
81 家法人失信人予以曝光，
限制出国出 “凌晨出击”
“秋季风暴”
等集中行动，
实 “三升四降”
目标。

优化
“诉讼专道”拓宽司法之路
该院为确保审判、
办公、
接待三区分
离，
改造完善诉讼服务中心，
设立
“诉讼
专用通道”
，
实现干警与当事人分流，
设
立当事人接待区、
导诉台和远程视频接
访室，
配置查询机 LED 电子显示屏和机
器人，
开通 12368 诉讼服务热线，
为当事
人提供查询、
信访、
投诉等服务。严格执
行立案登记制度，
做到有案必立、
有诉必
理、
有问必答、
有信必回、
有访必接，
充分
保护当事人诉权。为加强涉诉信访源头
工作，
有效预防和减少涉诉信访案件，
制

定了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案
件信访风险评估预防工作的实施意见》，
进一步明确案件信访评估预防工作的责
任主体、
案件类型及化解职责，
切实增强
全市法院和法官预防涉诉信访的责任意
识，
共同化解信访苗头。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法院共对
17 件存在信访风险的案件进行了评
估，经做工作，所有案件当事人均表示
会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不会采取过激
行为。对有引发越级上访苗头和隐患

的敏感案件实行重点排查。对排查出
的信访苗头案件、敏感群体、可能影响
社会稳定的敏感人员做到“一案一档”
登记。十九大期间，全市法院排查涉
诉信访案件 13 件，落实具体化解稳控
措施，无非正常上访或群体性上访事
件发生。对长期缠访闹访的人员，联
点院领导深入基层，一起分析研判可
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评定风险等级、制
定应对预案，防止小问题演变成大事
件年内没有新的涉诉信访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