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公安局文艺小分队

慰问一线民警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武钢）日前，

市公安局文艺慰问小分队带着精心准备的文
艺节目和价值万余元的图书，到焦桐高速豫鄂
界公安检查站进行慰问演出。

在飒飒秋风中， 小分队先后表演了精彩
的快板书、独唱、吉他弹唱和诗朗诵等节目。
台上表演精彩纷呈， 台下掌声雷动。 演出期
间， 市公安局机关党委书记李清雨受市局党
委的委托， 为检查站民警赠送价值 1 万余元
的各类图书。

慰问演出结束后， 广大一线民警纷纷表
示，这种慰问形式接地气，鼓舞士气，振奋精
神。 在今后的工作中，他们将以更加昂扬进取
的斗志、奋发有为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开启
新的航程，为建设和谐平安南阳作出新贡献。

市中级人民法院全面打造“智慧法院”

服务零距离 公正看得见
□本报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刘亚磊

10 月 18 日，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京召开， 宛城区人民检
察院全体成员立足检察职
能，认真学习十九大精神。
图为 10 月 19 日， 该院干
警正在阅读《南都晨报》十
九大专版

本报记者 王潇宇 通
讯员 张国保 王远 摄

关注十九大

人民法院的工作与老百姓息息相关，要真正做到司法为民、司法便民，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智慧法院”建设迫
在眉睫。近年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服务群众诉讼、服务法官办案为中心，推进全市法院信息化建设，将互联网技术与
法院工作深度融合，全面打造“智慧法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冒雨上门扶贫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白丞博）

10 月 17 日，在我国第 4 个“国家扶贫日”到
来之际， 市中级人民法院 10 余名干警到该
院扶贫联系点方城县独树镇扳井村开展扶
贫工作。

当天，干警们冒着大雨驱车 60 多公里赶
到扳井村，组织相关人员召开专题座谈会。 座
谈会上，贫困户代表、村民代表、老党员、部分
村两委干部、 方城县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纷
纷发表意见， 对驻村工作队的扶贫工作给予
高度评价， 并对下一步扶贫工作提出了建议
和意见。

座谈会结束后，干警们到贫困户石志刚、
樊勇等村民家中，了解家中情况，询问雨水天
气给秋收和冬小麦种植带来的难题， 并联系
相关工作人员帮他们一一解决。

回家看岳父，半路车没油

雨中 高速交警伸出援手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

讯员 武钢）10月 17日，商丘
市一对夫妻驾车行驶至沪陕
高速镇平段时， 车辆突然没
油了。 二人正准备将车推至
服务区时， 巡逻的高速交警

路过此处，及时伸出援手。
当日 14时 10分，市公

安局高速交警支队六大队
民警王自立与同事一起巡
逻至沪陕高速镇平段附近
时，发现路边有一辆白色越

野车， 车后面有一人在推
车。 当时下着雨，情况很危
险。 民警询问得知，驾驶员
是商丘人，和妻子一起回镇
平县看望生病的岳父，没想
到，车半路没油抛了锚。 无

奈之下，他们准备将车推至
服务区加油，可这里距服务
区还有 6 公里。 了解情况
后，王自立帮驾驶员联系了
拖车， 将车拖至服务区加
油。 驾驶员连声道谢。

方城县人民法院

破解执行难题
本报讯 （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梁章松

程远景） 为有效破解非诉行政执行难题，方
城县人民法院在全省率先探索设立“裁执分
离”试点工作，该县土地违法案件数量逐年
下降，行政庭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省行政审判
先进单位。

该院对实施主体、案件类型、程序等方
面进行全面严格审查，凡事实不清、程序违
法、未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或具体行政行
为虽合法但有明显不合理及不宜执行等情
形的，坚决不予受理或裁定不准予执行。 准
予强制执行的，组织实施主体在实施强制执
行前应向法院提交强制执行实施方案，法院
依据案情提出执行建议。 方案存在重大缺
陷，可能影响执行顺利进行的，实施机关需
重新制定并提交，审查通过前，实施机关不
得实施强制执行行为。 今年以来，该院共不
予受理或裁定不准予执行 16 件， 约占案件
总数的 1.69%。

■方便群众 诉讼服务零距离
“喂，你好，这里是南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
务热线， 请问有什么可以
帮您的吗？ ”星期一上午刚
上班 ， 市中级人民法院
12368 诉讼服务平台的工
作人员按下接听键， 对着
听筒说道。 耐心的解释让

电话那头的王先生平息了
焦急和怨气。

今年 6 月 18 日上午，
在市中级人民法院信息集
控中心， 一起特殊的离婚
案件的远程视频调解正在
进行， 原被告双方均因有
事不能及时到庭。为此，该

院民三庭的法官首次使用
QQ 视频的方式，对这起案
件进行开庭审理。 经过 1
个小时的特殊庭审， 最终
促成双方和好。

全市两级法院运用信
息技术手段， 加强各级法
院诉讼服务中心信息化建

设。 在立案大厅和法院外
网，把管辖案件范围、起诉
条件和手续、 诉讼收费标
准、审判流程、监督举报电
话以及诉讼费缓、减、免的
条件和程序等一一公开，
方便群众参与诉讼和进行
监督。

■深度公开 司法公正看得见
提升司法透明度，是

“智慧法院”建设的重要目
标。近年来，全市两级法院
以信息化为支撑， 全面推
进审判流程公开平台、裁
判文书公开平台和执行信
息公开平台“三大平台”建
设， 充分发挥司法公开三
大平台在提供咨询、 搜集

意见和反馈信息方面的作
用， 并通过平台提出意见
和建议，为审判管理、审判
监督、 纪检监察和改进工
作提供依据。

目前， 全市两级法院
已累计上网裁判文书 12
万余份； 建成具备视频直
播功能的科技法庭 39 个，

直播案件 12650 件， 直播
案件数量位居全省前列；
实行庭审“三同步、 两公
开”，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实行庭审同步录音录像、
同步记录、 同步显示庭审
笔录，公开展示庭审证据，
提高案件审判质量， 提高
司法公信力。

为加强执行工作质
效， 市中级人民法院建成
远程视频指挥调度系统，
通过执行人员手持终端，
对外出保全、现场执行、应
对突发事件、 联合行动等
进行实时调度指挥， 提高
全市法院执行工作快速
化、规范化水平。

■科技强院 加快推进信息化
无论是办案还是办公，

信息化正在对市中级人民
法院产生深刻的影响。2016
年 1月，该院投资 115万元
建立了审务通信息平台，将
法院日常办案、办公、内部
网站等系统汇集于一体，为
干警提供随身便携的综合

应用办公、办案系统。 干警
通过移动手机终端，可以随
时随地获知院内资讯、业
务提醒、办案情况预警、院
内通讯录等信息， 能够及
时完成案件基本信息查
询、案件审限提醒、排期开
庭信息、文书文件审批、法

律法规查询等工作， 不仅
节约了费用， 也大大提高
了工作效率。

目前， 全市 13个基层
法院、101 个人民法庭，已
经全部完成四级专网建设，
实现了两级法院之间视频、
语音、数据的三网合一。 投

资 200 余万元建成的全市
法院视频集控中心，为法院
审判业务数据、多媒体音频
视频资料交换、存储、调用、
分析研究和管理，提供了平
台支持，为实现全市法院视
频信息互联互通和实时传
输，提供了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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