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甲一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１０２ 电话中继线:８４７７２２８８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登字２０１７０１０６号 零售:每份壹元肆角 昨日本报(北京版)开印时间０３时００分 印完时间０４时２０分 印刷质量服务热线：（０１０）８４７７２８５５　举报电话：０１０－８４７７２８６１　邮箱：fzrb_jw@１２６.com

2021年11月24日 星期三

编辑：吴怡 张琼辉 校对：申云 电子信箱：zhengfazongzhi@１２６.com

□　本报记者 张晨 马利民

　　“普法员”“服务员”“调解员”“辅导员”……四川省成都市苏坡

司法所所长王山鹤集众多身份于一身。她率先在全区开展法律延

时服务，每周定期走进居民院落开展送法服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成立“人民调解党员突击队”……王山鹤始终用“敢为人先”的硬朗

作风扛起一方责任，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践行初

心使命，用“冲在一线”的坚定脚步兑现着她对党和人民的庄严

承诺。

搭建“连心桥”

打通公共法律服务“神经末梢”

　　“司法所比起派出所知名度确实小了些，所以我们要主动出

击，全方位提供优质服务，主动刷存在感，让辖区居民都知道司法

所的作用可不小。”王山鹤说。

　　2013年参加工作以来，王山鹤一直奋战在基层法治建设前沿，

她热爱基层工作，不断开创工作新方法，致力于为群众送去最优质

的公共法律服务。

　　她将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司法所、法治文化广场建设进行资

源整合、融合发展，为辖区居民提供集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法律咨

询、公证办理等为一体的“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成功构建了

苏坡街道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并逐渐形成“法润青羊”“法治微

广场”“苏情达理调解室”等品牌。

　　为了把公共法律服务触角进一步向社区延伸，王山鹤开展了

“社区法律之家”建设，让社区居民不仅有了“法律之家”还有了“法

律管家”，极大提升了辖区居民幸福感。

　　与此同时，她在全省率先开展“法律延时服务”。自2018年9月

起，联合党员律师、社区民警建立专班深入居民小区，每周开展一

次送法律服务进院落，让居民足不出院就能获得优质法律服务。3

年来，专班足迹遍布辖区60多个居民院落，法律服务直接惠及群众

4万余人次。这项服务后在全区推广，截至目前，青羊区已开展法律

服务进院落1000余场次，现场化解纠纷580余件，法治宣传直接受

教人次达8万以上。

　　王山鹤在长期走访调研基础上，根据辖区内各社区不同情况，

分门别类制定公共法律服务计划。培风路社区多为拆迁安置小区，

本地人居多、老年人多，她充分考虑该社区特点，发动本地热心群

众，组织了7名退休老党员建立“老党员义务法治宣传队”。队伍成立4

年来，坚持开展法治巡逻、普法宣传、现场调解工作，至今开展法治

巡逻宣传900余次，解决矛盾纠纷300余件，直接惠及群众1万余人。

力争“零跑腿”

探索公共法律服务“云上专区”

　　“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的普及，助推“让数据多跑腿，让群

众少跑路”。王山鹤建立“苏坡说法吧”“苏坡人民调解”等微信群，

群众在微信群里提出疑难问题，就有专门律师及时进行解答，让微

信成为苏坡居民的法律小帮手，实现法律咨询“零距离”。同时，整

合线上资源推进云探视、云调解。

　　依托省司法厅社区矫正平台，王山鹤先后引入“律金刚”在线调解系统、监狱服刑人员在线

探视系统、新我在线社区矫正对象学习等互联网平台，为做好社区矫正、人民调解、法治宣传等

工作提供了新方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监狱无法探视，苏坡司法所严格按程序为30余名监狱服

刑人员家属提供云探视服务，既避免了服刑人员家属的路途奔波，也发挥了亲属会见对服刑人

员的感化促进作用。

　　“苏坡公共法律服务”云端小程序也在王山鹤的努力下得以推广。通过小程序，居民可以在

线申请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公证办理等各项法律业务，也可进行在线法律咨询、模拟判决、法

律学习、企业征信查询等延伸服务，实现了公共法律服务线下线上“无缝衔接”。

大胆“施巧力”

打造矛盾纠纷化解“苏坡样本”

　　“一把大锁生拉硬拽是打不开的，但是一把小小的钥匙就可以打开它。人与人之间相处交

流，就是要找到那把打开心结的钥匙……”这是王山鹤的工作感言。

　　为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多元化、创新化，王山鹤一方面不

断健全街道调解网络并充实调解员队伍，一方面则结合苏坡街道作为城乡接合部的特点，大力

探索构建符合苏坡实际的人民调解新模式。

　　王山鹤开创信访化解新路径，以小支点撬动纠纷治理大格局。她成功为上访人员孙某做通

工作，并发现了他能言善辩、正直果断等优点后，将他吸纳进人民调解员队伍中。3年来，孙某成

功化解矛盾纠纷600余件，成长为青羊区调解员骨干。

　　与此同时，王山鹤建立“三所一会”纠纷化解联调机制，激发基层调解活力。王山鹤结合工

作实际，整合司法所、派出所、律师事务所、人民调解员协会力量，对重大纠纷及突发事件进行

联调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开展纠纷研判，使得重大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提高到98%。依

托“三所一会”工作机制，设立驻派出所调解室，年均化解案件达600余件。

　　为降低辖区诉讼率、减少群众诉累，王山鹤主动与青羊区人民法院对接协商，成功在苏坡

街道设立青羊区人民法院调解中心苏坡调解点。针对涉及苏坡街道及周边辖区案件，在立案前

开展调解，努力将民事案件化解在基层，最大化满足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王山鹤倡导组建辖区“人民调解党员突击队”，党员调解员队伍深入

各小区院落，开展涉疫矛盾纠纷排查工作，累计成功化解涉疫矛盾纠纷100余件。王山鹤还利用

业余时间将典型调解案例编印为《苏坡街道疫情期间调解案例选编》手册，将经验转化为具有

实操性的调解指南并发放到社区，为社区调委会常态化调处涉疫矛盾纠纷提供参考样本。

□　本报记者 张昊

　　今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三批“检

察为民办实事”——— 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

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共6件，检察

机关围绕涉案企业超标的额查封、行政处

罚、行政补偿等民营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

发挥行政检察职能作用，努力为企业发展

“松绑”解困，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助力依

法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监督纠正法院超标的额查封

　　海南省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

称自规局）因某开发建设总公司（以下简称

某开发公司）逾期未足额缴纳土地出让金，

向某市某区人民法院申请行政诉前财产保

全，请求依法查封该公司名下25宗土地使用

权，价值人民币27亿余元。法院作出财保220

号行政裁定书，对上述25宗土地使用权予以

查封。某开发公司向法院申请复议，请求撤

销行政裁定书。

　　自规局委托评估机构对上述25宗土地

使用权进行评估，总评估价值60亿余元。自

规局向法院发函，请求仅保留其中8宗土地

的使用权查封，其余查封事宜依法处理。法

院既未对某开发公司的复议申请作出裁定，

亦未改变土地查封。某开发公司向某区人民

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检察院受理监督

申请后，经审查发现法院查封的25宗土地使

用权总评估价高达60亿余元，某市自规局向

某开发公司追缴的土地出让金数额为27亿

余元，超出33亿余元，违反人民法院民事执

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属超标的

额查封行为，且法院对复议申请和行政机关

的发函未及时处理。检察院主动与相关行政

部门、法院加强沟通协调，达成纠正本案超

标的额查封问题的初步共识。检察院向法院

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依法解除上述25宗土地

中17宗土地使用权的查封，法院采纳了检察

建议。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践行“检察为民办实事”，聚焦维护企业合

法权益，在诉前财产保全阶段发现法院超标

的额查封行为后，及时发出检察建议，推动

人民法院依法解除部分土地使用权的查封，

坚决避免“办了案子、垮了厂子”情况发生，

助力创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主动沟通听证化解劳动争议

　　吉林省某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业

公司）存在未按期支付员工工资等违法行

为。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

人社局）对药业公司作出劳动保障监察行政

处理决定，确定该公司支付史某某等6人工

资65838元及缴纳张某某等4人养老、失业保

险费26万余元。该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既未申

请复议，也未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

行行政处理决定。人社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法院没有明确理由未予受理，检察机关

依职权对该案进行监督。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检察院围绕行政

争议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理决定的合法性

等焦点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后，认为法院未依

法受理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申请，违反法律规

定。检察院向某市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

建议对人社局移送的拖欠劳动者工资案件

依法受理审查。法院接到检察建议后与检察

机关沟通，称未依法受理系因被申请执行企

业当时确实存在经营困难。

　　为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检察院

走访了药业公司，了解到疫情缓解后企业

生产经营状况有所好转，并已经支付部分

工资款。检察院向药业公司阐明，行政机关

如不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将违反法律规定，

强制执行会加重企业负担，督促公司在不

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尽快履行支付义务。办

案人员与被拖欠工资的员工深入沟通，转

达了企业将尽快支付欠款的愿望，讲明企

业经营有起色才是双赢的道理，员工表示

谅解。检察院依托府院联动机制组织召开

有行政机关、被申请执行企业、执行法院、

听证员参加的公开听证会，促成共识。此

后，药业公司全部履行了支付义务，某市人

社局撤回了强制执行申请，行政争议得到

实质性化解。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办理农民工讨

薪类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中，评估司法决

定对企业经营、员工权益、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影响，主动同行政机关、法院沟通协调，

发挥府院联动机制作用，采取调查核实、公

开听证、释法说理等多种方式，实质性化解

行政争议，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公开调处化解停产企业困境

　　湖北省某市某村一组、二组与石某某签

订租赁协议，将97亩土地租赁给其进行生猪

养殖。石某某投资2000余万元建设“某家庭农

场”进行规模化生猪养殖。某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以下简称自规局）认定某家庭农场

非法占用集体土地97亩建设猪舍的行为违

反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97亩土地，并恢

复土地原状，拆除非法占用集体土地上的建

筑物，对非法占用的土地，按每平方米30元

标准处以194万余元罚款。

　　某家庭农场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行政

处罚决定确定的义务，也未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自规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行政处罚决定。法院作出准予强制执行裁

定，冻结、划扣石某某银行存款，并将其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员名单。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检察院接到某村

一组、二组村民对某家庭农场污染环境举

报，进行调查核实查明，某家庭农场生猪养

殖场建设依法取得动物防疫许可证，并已通

过环境影响评价及验收，设施、技术先进，无

污染，项目被列为当地农业龙头企业，得到

了村镇和畜牧部门的支持和批复。同时了解

到该家庭农场因行政处罚及部分村民阻挠

导致停工停产。

　　检察机关对非诉执行案件审查后认为，

根据相关规定兴建农业设施占用农用地，不

需要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只需由经营

者提出申请，县级政府审核同意即可。某家

庭农场用地用于农业生产，属于设施农用

地，自规局应当督促某家庭农场按规定完善

用地手续，不应强制拆除并处以高额罚款。

法院在对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审查过程

中，未充分考量行政比例原则，且在作出准

予强制执行裁定前发现行政行为存在损害

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未听取当事人意

见。检察院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法院

依法纠正违法情形，法院予以采纳。但自规

局未撤销或者变更行政处罚决定，石某某向

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院办理期间召开有人大代表、人

民监督员、市法院、农村农业局、银行相关

人员及案件当事人等参加的调处会，围绕

行政机关是否应当撤销对某家庭农场的行

政处罚决定及恢复企业征信的事项开展调

处。调处会认为，某市自规局违反法定程

序。法院和金融部门就恢复征信予以解答

和对接。检察院向自规局发出检察建议后，

某市自规局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表示今

后将高度重视执法程序，细化执法流程，并

尽快办理用地手续，确保某家庭农场合法

经营。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涉民营企业

检察监督案件，应当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

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保护，在督促行政机关

依法行政、法院依法履职的同时，充分发挥

为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的作用。通过公开

调处的方式，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营

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

本报北京11月23日讯  

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为企业发展“松绑”解困
最高检发布“检察为民办实事”——— 第三批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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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济南11月23日电

记者梁平妮 通讯员马云云

记者今天从山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2018年以来，全省法院充

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

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保

障，共审理涉黄河案件580

件，其中刑事案件234件、民

事案件322件、行政案件15

件、公益诉讼案件9件。

　　据介绍，山东沿黄9市法

院设立20处黄河巡回审判庭，

实现黄河流域巡回审判全覆

盖。完善刑事制裁、民事赔偿

与生态补偿有机衔接的环境

修复责任体系，统筹运用刑

事、民事、行政法律责任，促进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严厉打击非法采砂等违法犯

罪行为，依法审结黄河流域非

法采砂案件119件，涉及被告

人数238人，其中167名被告人

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依法

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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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2日，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镜湖大队民警走进辖区幼儿园开展交通安全课，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学习“守规则知礼让 安全

文明出行”交通安全知识。图为民警开展交通安全情景教育。                      本报通讯员 陈效宝 摄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王  晨 谢发展

  “村里两家人因债务纠纷差点要动手，你

们能来一趟吗？”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

什县人民法院依麻木人民法庭驻库尔干村法

官工作室的基层矛盾纠纷联络员向人民法庭

法官反映情况后，法官协同镇司法专干前往

村里开展联合调解。

　　如今在乌什县依麻木镇，人民法庭和司

法所联合发力，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已成常态。

　　2019年，托万克麦盖提村村民图森（化

名）从王明（化名）处购买了一台大型拖拉机，

约定价格为9.6万元。图森支付了7.6万元，承

诺剩余的两万元尾款半年内付清。

　　后来，图森因承包土地赔了钱，一直未向

王明支付尾款。

　　今年9月，王明来到依麻木人民法庭，要

跟图森打官司。

　　庭长热合曼·色提瓦力达了解情况后，和

依麻木镇司法所所长吐尔逊·玉素甫一同前

往图森家。

　　“我说了很多次，今年地里的农作物收完

就把钱给你！”一见到王明，图森一脸的不

耐烦。

　　“哪有你这样说话的，欠债还钱天经地

义，当初王明因为信任你，才同意你延期支付

尾款，就算有困难，你也不应该这个态度！”

吐尔逊给图森讲起道理。

　　看到图森面有愧色，热合曼给他上起了

普法课：“民法典说得很清楚，借款人应当按

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王明现在就可以起

诉你。你不但要还本金，还得支付利息。”

　　道理说通，法理讲明，图森拿出准备购买

农资的两万元，当场还给了王明。

　　从接到诉求到调解成功，不过两小时，这

是依麻木人民法庭和依麻木镇司法所开展庭

所共建机制以来，通过诉前联合调解措施化

解矛盾纠纷的又一起典型案例。

　　为更好服务基层群众，依麻木人民法庭

不断探寻符合辖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方

法，于今年6月与依麻木镇司法所共同创建共

驻共建工作机制，由两名法官、22名司法专干

及6名在基层有一定威望的社会人员组建“法

官+司法专干+人民调解员”多元矛盾纠纷化

解队伍。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坚持“走出去”

“请进来”工作法，一方面定期入户走访，在农

民家中、田间地头就地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另

一方面针对疑难复杂矛盾纠纷，由庭所共同

“诊断把脉”，联合精准调解，确保小事不出

组、中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

　　此外，依麻木人民法庭和依麻木镇司法

所联合办公，在立案登记制的基础上，由驻所

司法工作人员、值班律师等帮助群众免费书

写诉状、无偿帮助立案，确保老百姓“只进一

扇门，最多跑一次”。今年以来，依麻木人民法

庭依托庭所共建机制，共调解矛盾纠纷480

起，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3500人次。

乌什县庭所共建就地解纠纷

□　本报记者   阮占江

□　本报通讯员 刘  沁 毛主亮

　　今年以来，湖南法院记录报告过问或

干预、插手法官办案等重要事项填报“三个

规定”信息2758条，是2020年全年填报数近

20倍，全省三级法院党组成员共带头填报

783次，“一把手”填报187次。

　　“我们积极推行‘三个规定’制度，规范

填报工作，让逢问必录成为所有法院干警

的自觉，更要让全社会都了解这项制度，让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给法院‘打招呼’是行不

通的，任何人说情不仅没用而且会被记录

在案，我们倡导全社会共同树立法治意识，

共同维护公正司法的良好氛围。”湖南高院

党组书记、院长田立文坚定地说。

　　最初，部分干警对“三个规定”如实记

录填报有思想负担，担心记录填报后会得

罪人，还有个别干警存在侥幸心理，每到月

底都需要经催促才填报。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为有效帮助干警

转变观念，树立严格执行“三个规定”的正

确理念，湖南高院党组先后召开“三个规

定”专项整治动员部署会、“三个规定”填报

指导会、警示教育大会，解开干警思想上的

“结”，破除不重视、有顾虑、怕麻烦的错误

观念，扭转不会记录、不敢记录、不愿记录

的局面。同时，依托“一信两书三微多活

动”，形成了落实“三个规定”的立体化宣传

教育格局，促使法院干警从他律到自律。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队伍教育整顿，全

省法院深入推进政治教育、警示教育、英模教

育，积极开展“弘扬春梅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警学习周春梅用生命

践行“三个规定”、恪守公正司法的崇高精神。

　　为筑牢“三个规定”防火墙，湖南高院

组织开展“树清廉家风”主题活动，邀请干

警家属召开座谈会，发出《致干警家属的一

封信》，建议家属配合做好法院干警的监督

工作，注重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干

警落实“三个规定”，坚决抵制亲友请托说

情行为。全体干警签订严格遵守“三个规

定”承诺书，并通过新闻媒体向全社会发出

公开承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湖南高院不断扎

紧制度笼子，实现监督管理全覆盖无死角。

在出台《关于严格禁止法院工作人员违规

过问、干预案件办理的规定（试行）》的基础

上，将监督“三个规定”执行纳入《党组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单》和《党组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负面清单》。出台《关于贯彻

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记录报告规

定的实施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形成了开门

纳谏受监督、问题查办动真格、制度保障全

方位的工作格局。

　　全省各级法院认真落实上级部署，结合

自身工作实际，细化落实举措，株洲中院出

台《关于执行“三个规定”重大事项记录报告

制度》，邵阳中院出台《邵阳市法官与律师交

往行为“负面清单”》，怀化中院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三个规定”记录报告平台使用管

理的通知》等，将“三个规定”填报与绩效考

核、评先评优相结合，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推

进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落细落实等，有

效发挥了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制度刚

性作用，强化了制度权威和执行力。

　　今年5月以来，全省法院全部实现单月

“三个规定”“零报告”现象清零。

　　湖南高院督察局局长周清平说：“从数据

中可以看出，法院干警对严格执行‘三个规定’

认识越来越深刻，形成了主动如实记录报告

的自觉行动，促使填报数量持续大幅增长。”

从“要我填”到“我要填”
湖南法院推进“三个规定”落细落实

　　本报讯 记者刘中全 通讯员刘云龙

肖瑶 吉林省大安市锦华街道办事处近日

正式成立法院工作站。由大安市法院派驻法

官和调解员为社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调解

矛盾纠纷。法院工作站“安家”当天就参与处

理一起物业弃管纠纷，并向街道办事处工作

人员和小区业主普及民法典当中所涉及的

物业相关法律法规，取得良好效果。

　　据悉，大安法院将充分发挥法院在基

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加强与街道沟通

交流，重点围绕物业纠纷、婚姻家庭、邻里

关系、借贷合同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

法律需求开展工作。同时提升群众运用法

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的意识，为居民减少

诉讼成本，节约诉讼时间。

大安法院工作站“安家”街道办事处

延吉打掉特大制售假农药犯罪团伙
　　本报讯 通讯员李鹏 近日，吉林省

延吉市公安局在农资打假专项行动中成

功破获公安部督办王某某等人假冒注册

商标案，打掉王某某生产、销售假冒农药

犯罪团伙，彻底铲除了活跃在黑龙江、山

东、四川、贵州等13省3年之久的生产销售

假农药犯罪网络。据悉，此次行动抓获犯

罪嫌疑人11名，在哈尔滨、菏泽打掉两个生

产灌装假农药窝点，在沧州打掉非法制造

注册商标标识窝点。现场查获两条生产

线，伪劣农药成品、半成品13万余瓶，没收

非法所得100余万元。目前，逮捕涉案犯罪

嫌疑人5人，此案在进一步侦办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