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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级法院
微信公众号

本报记者 杨 珂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一则
《通报》——焦作市中级法院在全省
18 家中级法院中脱颖而出，获评全
国人民法院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工
程 “ 优 秀 组 织 奖 ”。 而 获 得 这 一

“国”字号荣誉的全省法院仅 2 家、
全国法院68家。

3 年来，该院共有 53 个集体、
133名个人受到省级以上表彰，先后
获得“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多元化
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示范法院”“全国

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先进单位”
“全国法院信息化工作先进集体”“全
国法院审判监督工作先进集体”“全
国老年维权工作先进集体”“全国维
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等国家级
荣誉称号，并获得河南省先进基层党
组织、河南省平安建设先进单位等省
级荣誉称号。2020 年，市中级法院
审判执行质效位居全省第一，荣记集
体二等功。

今年6月29日，该院又荣获市直
机关创建模范机关先进单位称号。6
月 30 日，在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
会上，市中级法院机关委员会被授予

“焦作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
号。

这些荣誉的背后，得益于一项制
度创新激发出来的蓬勃活力。

2020年9月，市中级法院创新性
地推出了《中共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机关委员会“五星级示范党支部”评
定工作实施方案》，通过对基层党组
织实行星级化管理（好班子星、好队
伍星、好机制星、好成效星、好作风
星），建设一批班子坚强、作用彰
显、特色鲜明、影响广泛的基层党组
织，为该院党建业务“深融合、双提
升”提供重要保证。

市中级法院实行动态管理，每年
度评定一次，原五星级示范党支部每
年复检一次。今年，通过组织支部自
评、民主测评、观摩考评，折算党建
和业务积分考评，市中级法院对 29
个党支部进行了考评排序，少年综合
审判庭党支部 （简称“少审庭党支
部”）、刑一庭党支部、行政后勤党
支部、刑二庭党支部、执行二庭党支
部因成绩优异，被评为“五星级示范
党支部”。

“五星级示范党支部”都有哪些
特色和业绩？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
感受这几个支部的风采吧。

本报讯（记者杨珂） 近年来，
我市法院将诉源治理积极融入“府
院联动”工作大格局，以诉前解纷
网格化、专业解纷一体化、解纷效
能综合化为抓手，全力推动矛盾化
解从终端裁决向源头防控延伸。如
今，覆盖全市的78家家事调解工作
室、66 个巡回审判点、“四级联
动”的矛盾化解网络、“五位一体”
的医疗纠纷调处机制，使大量矛盾
纠纷化解在了源头，形成政府联动
的法治“同心圆”。

2021年年初，山阳区太行街道
宏兴社区家事调解室调解员刘平
安，成功化解一起辖区居民李某酒
后伤人案件。

“为了方便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调
解纠纷，减少居民诉累，山阳区法院
联合区司法局专门在我们辖区设立
了家事调解室，由专职调解员对各类
案件进行调解。”刘平安说。

本来李某酒后伤人案件已构成
刑事案件，但当了解到李某患有精神
障碍疾病时，辖区法院、检察、公安、
司法、社区等多部门召开联合听证
会，最终决定对这起案件作出不起诉
处理，由刑事案件转为民事案件。

民事案件，调解先行。刘平安接
到此案后，便联合辖区派出所同志一
起处理此案。

“刚开始受害人和她的3个姐姐
要求李某赔偿5万元，并解决后续的
美容治疗费用。可是李某家里的条件
不好，根本无力支付这么多费用。案
件调解不好，这起案件就会成为难啃
的执行‘骨头案’。”刘平安说。

于是，刘平安耐心、细致为双
方当事人做调解工作，特别是对受害
人和其3个姐姐摆明情况、说明利害
关系。经过一个半月的调解，最终李
某赔偿受害人1.5万元，双方和解。

目前，我市法院在全市乡镇、
街道共成立 78 家家事调解工作室，
太行街道宏兴社区家事调解室是其
中一家。这些调解室既化解家事纠
纷、传播良好家风，又化解非家事
常见多发的邻里纠纷，促进社会文
明和社区和谐。

近年来，我市法院在诉源治理
工作中实现了诉前解纷网格化，两
级法院根据辖区实际，与政府联合
构建各具特色的对接网络，形成党
委领导、政府支持、社会协同、多

元参与、司法保障、科技支持的
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立体矛
盾纠纷化解网络，做到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乡。2020年，全市法
院共委派调解案件21049件，调解结
案18295件，调撤成功12753件。专
业解纷一体化是我市法院诉源治理
的一个重要手段，全市法院在矛盾
多发领域积极与政府部门联动，建
立专业化调解组织。积极与公安交
警部门结合，在辖区成立道路交通
一体化处理中心。积极与卫生健康
部门、司法行政部门结合，在全市
建立“调、保、赔、认、防”五位
一体的医疗纠纷调处机制。积极与
文旅部门结合，建立旅游诉调对接
中心和4个旅游巡回法庭。同时，还
与金融智服、保险行业协会、税务
等部门联合建立诉调工作机制，都取
得了良好效果。近年来，全市90%以
上的医患纠纷、80%以上的交通事故
纠纷、近100%的旅游纠纷都在诉前
得到了化解。同时，我市法院注重解
纷效能综合化，通过政府支持，全市
购置巡回办案车5辆，设置巡回审判
点66个，建立起巡回办案、多元化
解、普法宣传教育“三位一体”的
矛盾预防化解和法治宣传工作机
制。2020年，全市法院共开展巡回
审判1559场次，旁听群众共计25300
余人次，化解各类纠纷1356件。

下一步，市中级法院将与有关
部门联合出台《完善诉源治理体系
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重点建立

“五动”工作机制。一是党委带动。
积极争取党委支持，确保诉源治理
工作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进行。二
是政府推动。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
优势，坚持“一盘棋”谋划、“一体
化”实施、“一张网”推进，同向发
力。三是部门互动。法院、检察院
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紧密配合，做
好对接工作，建立诉调对接信息平
台，进一步提高对接效率。四是基
层联动。整合基层各类法治力量资
源，强化基层平台实战功能，做到
矛盾纠纷联调、社会治安联防、重
点工作联动、治安突出问题联治、
服务管理联抓。五是典型促动。充
分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作用，对每
个地区的工作亮点进行深入挖掘，
总结可复制、可借鉴的工作经验，
通过互学互鉴推动整体工作开展。

用“同心圆”融化诉源

我市诉源治理开启“朋友圈”模式

本报记者 杨 珂

“大爷，您别激动，有啥事儿慢
慢说……”9月3日上午，武陟县法
院立案庭工作人员刘静耐心接待一
位信访当事人。这是她从事法院信
访接待工作的第六个年头。

刘静的脸上始终带着温暖的笑
容，用温柔的安抚和真诚的询问化
解信访人的怨气，耐心倾听每一个
信访当事人的心声，帮助他们排忧
解难。六年的磨炼，她从一个面对
当事人不知所措的“小白”，变成了
信访人的知心人。六年来，她共接
访890余人次、涉案460余件，没有
产生一起因信访接待而矛盾激化的
案件。

“很多信访群众因年龄稍大，法
律知识欠缺，在接访过程中，如果
一味地搬法条、说法语是行不通
的。只有把他们当‘家人’，从法律
和情理的双重角度出发，不厌其烦
地给他们做思想工作，他们才能听
得进去。”刘静说。

70多岁的周某因一起民间借贷
纠纷而多次上访。2018 年 2 月，樊
某因养牛资金周转不开，向周某借
款 2 万元，并出具了借条。2018 年
10月，周某讨要借款时才得知樊某
已经去世。之后，周某起诉至武陟
县法院。法院审理后，依法判决樊
某甲、樊某乙在继承樊某遗产范围
内归还周某借款 2 万元及利息。但
因樊某甲、樊某乙拒不还款，周某
开始上访反映问题。

周某拄着双拐来到信访接待窗
口，刘静见状赶紧起身搀扶其坐
下。起初周某情绪激动，刘静便静
静地、耐心地了解案件的具体情
况。“闺女，我也不想这样一直上

访，我的腿脚不灵便，钱又要不回
来，心里憋屈啊！”周某敞开心扉，
诉说自己的不易。刘静先是站在信
访人的角度表达自己对他的理解和
同情，然后从法律角度对他悉心解
释，她的细心和真诚让周某备受感
动，周某最终打开心结。

朱某因一起租赁合同纠纷起诉
至武陟县法院，法院判决后，他不
服判决结果。一天，他气冲冲地来
到信访接待窗口嚷嚷：“凭什么判我
输，我要进京上访！”刘静见状，上
前安抚他的情绪，待其平静以后，
耐心向其释法明理。经过 1 个多小
时的细心疏导和说服，朱某的怨气
逐渐消去，终于接受判决结果。

“有很多初访当事人，他们就是
一时心里咽不下那口气，只要耐心
给他们解释清楚，多宣传法律法
规，引导他们走法律程序，他们一
般就不会再上访了。”刘静说。她深
深地懂得，自己的一言一行代表着
法院的形象，影响着老百姓对法院
的信任，更深知敷衍和推诿只会引
起重复访，因而她始终将让群众满
意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对来访的
群众细心解释、耐心解答。

她对工作一丝不苟，严格按照
信访工作的程序和管理制度，规范
细致地做好信访案件的记录、请
示、督办、回复、归档等工作，确
保信访案件“件件有着落、事事有
结果”。信访工作对口报送材料的单
位较多，材料烦琐，时常需要加班
加点才能完成，她努力克服困难，
只为了能够按时高质量报送材料。

“一张笑脸，一杯热茶，一颗爱
民之心”，这是刘静对自己多年信访
工作的总结。她始终以法律的理性
和情感的共情安抚群众，用一片赤
诚化解百姓的“心结”！

刘静：群众冷暖放心中

刘
静
为
当
事
人
化
解
心
结
。

少审庭党支部通过不断深化党建
引领，立足审判实际，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法佑青春”少年审判党建品牌。

2018 年至今，少审庭共举办法
庭开放日活动 50 余次、送法进校园
活动 300 余场次，发放普法宣传手
册10万余册，受教育学生20余万人
次。

在 该 党 支 部 的 精 心 组 织 协 调
下，全市先后设立了 5 家留守儿童

关爱站、1家未成年人关护教育基地
和1家法官驻校办公室。138名党员
法官与留守儿童形成了一对一帮扶，
以法之名护航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该党支部在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先后荣
获了“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
体”“全国青少年维权岗”等 10 余项
荣誉称号。

少审庭党支部 “法佑青春”树少审品牌

在市中级法院党组的坚强领导
下，在党建工作的带动指引下，刑一
庭党支部认真履行刑事审判职责，队
伍建设不断强化，审判质效进一步提
高，党建与业务“深融合、双提升”
成效明显。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该党支部充
分发挥“平安先锋”党建品牌效应，依
法从重判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故
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等暴力犯罪案
件，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 31 人，确
保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
业。

该党支部始终保持对群众关注的
涉民生犯罪的高压态势，审结了一大
批侵占、诈骗等严重侵犯人民群众财
产安全的案件，挽回经济损失 8000
余万元，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得到
了大幅提升。

他们还注重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
作用，引导党员干警发扬英模精神，
争先创优氛围浓厚，案件质量和效率
均大幅提升，二审案件平均审理天数
从37.9天缩短至24.5天，司法公信力
进一步提高。2020 年度，该党支部
绩效考核成绩位于全院第一。

刑一庭党支部 刑事审判的“平安先锋”

行政后勤党支部主要负责全院后
勤保障工作、智慧法院建设、财务管
理等工作。

在市中级法院党组的坚强领导
下，该党支部强力抓支部党建基础工
作，不断增强后勤服务意识、提高服
务水平。今年年初以来，共办理财务
手续 2186 笔，合计金额 4324.79 万
元；推送卷宗页数共计 138 万余页；

保障开庭及现场音视频 2337 次；保
障会议199次；保障审判执行出动车
辆 1726 次，总行驶里程 19.2 万余公
里，安全无事故。

截至目前，市中级法院信息化建
设位居全省前列。2020 年，行政处
被最高法院评为先进集体；在庆“七
一”“红心向党 礼赞百年”诵读大
赛中，行政后勤党支部荣获一等奖。

行政后勤党支部 保障服务的“全能管家”

刑二庭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庭
建，立足刑事审判职能，积极探索党
建和审判工作融合新途径，着力打造

“守护公正·刑事担当”品牌，推出
“党员在行动”系列活动，在打击非
法集资、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
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2019 年至今，该党支部多次开
展防范非法集资、国家安全教育宣传
活动，共发放传单、手册等 2 万余

份，发布原创作品 30 余个，点击
量、阅读量 3 万余人次，参与群众
8000 余人次。通过专项活动，提高
了群众识别防范非法集资的能力，增
强了社会公众的风险防范意识和维护
国家安全意识。

该党支部先后荣获了“焦作市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示范党支部”“先
进集体”“先进党支部”等荣誉称
号。

刑二庭党支部 党建和审判的“刑事担当”

执行二庭党支部在全市法院中率
先创建“执行先锋”党建品牌，秉承

“有行动就有感动”理念，积极开展
各项执行工作。

2020 年，执行二庭共承办各类
执行案件217起，结案206起，结案
率 95.43%。2021 年上半年，执行二
庭共受理案件 132 件，结案 100 件，
结案率 75.76%，较 2020 年同期结案
率59.31%提升了16.45个百分点；申
请执行标的总额11.72亿元，实际执

行到位标的额3.39亿元，实际执行到
位率 28.93％；申请司法救助 1 起，
无超期案件产生。

在党建工作引领下，该党支部
初步形成了“上下联动、条块结
合、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执行工
作各项质效全面提升。2020 年度，
该党支部所在的市中级法院执行局
执行质效位居全省第一，努力实现
了党建工作与执行工作的深融合、
双提升。

执行二庭党支部 “执行先锋”创质效佳绩

深融合 双提升 树典型
——记市中级法院“五星级示范党支部”

图① 少审庭党支部人员。
图② 刑一庭党支部人员。
图③ 行政后勤党支部人员。
图④ 刑二庭党支部人员。
图⑤ 执行二庭党支部人员。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杨珂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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