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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管齐下，
简案快办提效率

强化立案源头分流。该院党组
确立了“敞开大门收案，满足群众诉
求”的工作思路，增加立案窗口，在
立案环节将确定适用简易程序立案
标准由10万元放宽到100万元，最
后放宽至500万元。大部分案件通
过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既缓解了案
多人少的矛盾，又提高了办案效率，
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实施难易分类审案。各庭结合
各自案件特点和难易程度，进行案
件繁简分流，分类审案，做到繁案精
办，简案快办。对新类型案件、疑难
复杂案件、群体性纠纷、集团诉讼等
案件，确定庭内1—2名专业素质过
硬、审判经验丰富的资深法官办理，
确保办成精品案件。推行部门分流
减压。综合分析各业务部门、人民
法庭收案和人均办案情况，研判预
收案件数量，进行科学合理统筹，将
案件增幅大、存量多、办案压力大的
业务庭案件，向其他案件数量相对
较少的业务庭和法庭适当分流，实
现各庭间办理案件数量的相对合理
均衡，切实缓解部分审判任务繁重

的业务部门的办案压力。
增设机构减轻压力。2013年，

经县编办批复成立民事审判第三
庭，为该庭配齐配强审判力量，与民
一庭、民二庭办理相同类型民商事
案件，大力化解民商事纠纷案件，缓
解案多人少矛盾。

聚合优势，
繁案精办出质量

将重大、复杂，涉群体案件分配
到同一庭，尽量安排由同一审判组
织审理，做到统一安排、统一送达、
统一办理，既能提高办案效率，又有
利于提升案件质量，实现法律效果
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统一裁判标准，狠抓案件质量。
为保障统一司法尺度，实现同案同
判，树立司法权威，提高法院司法公
信力，在立案环节，将同类型案件分
配至同一业务庭进行办理，分配至同
一业务庭的同类型案件再尽量安排
由该庭同一审判组织办理，这样便于
对案件进行统筹安排，在案件事实认
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裁判标准上
保持相对统一，这也是繁简分流的价
值追求和初衷之一。这样有效避免
同案不同判的不良现象，确保案件裁

判标准统一，让当事人官司嬴得放
心，输得明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
效果的有机统一。

诉调对接，
多元化解促和谐

建立机构，繁简分流。早在
2001年，该院在立案庭内设立速裁
庭，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
确、争议不大的相对简单民事案件，
不进入审判管理流程，直接转交至速
裁庭进行快速裁判，开辟绿色诉讼通
道。近五年来，该中心累计调解案件
1600余件。2013年，该院积极与司
法局、人民调解委员会联手建立起诉
调对接机制。该县人民调解委员会
指派3名人民调解员进驻法院，与立
案调解中心建立诉调对接工作室。
2014年，该县司法局设立了神木县
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驻法院调解
室，将派驻法院的人民调解员增加到
7名，为诉调对接机制的有效实施，
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更加
坚强的人力资源保障。

理顺工作机制。诉调对接工作
室是由法院立案调解中心和神木县
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驻法院调解
室两个机构共同组成，这两个机构

既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又相互协
作、有机统一，建立起衔接紧密的工
作运行机制。

尊重当事人意愿，保障诉讼权
利。当事人在诉前调解、诉讼中委托、
指派或邀请调解员调解时，可以选择
调解员，还可以申请与案件有利害关
系的调解员予以回避。诉前调解达成
协议后由立案调解中心出具法律文书
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与案件有利害关
系的审判员、书记员予以回避。

及时、快速调解。案件转交调
解员后，一般要求在10日内调解完
毕，最长不超20日。经当事人同意
的，可适当延长期限。调解员调解
成功的，若当事人申请出具法律文
书的，法院相关业务部门及时出具
法律文书；调解不成功的，及时将案
件退还相关业务部门，由该业务部
门依法及时处理。

在实行立案登记制和法官员额
制及各地普遍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
背景下，大力推行繁简分流，优化司
法资源配置，正当其时。该院院长
雷鸣富说，今后将继续坚持改革创
新，规范繁简分流程序，调动优势资
源，克服“案多人少”矛盾，不断提升
审判质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近日，榆林市公安局榆横分局结
合当前开展的“平安榆林”集中宣传
活动，创出“新招”，迅速掀起治安防
范宣传高潮，为创建“平安榆林”增设

“软警力”。
以街道路口、住宅小区为前阵。

该分局精心制作并在辖区街道人员
密集点设立了大量宣传展板，在辖区
66个住宅小区悬挂 140余条印有

“平安高新警民共建，平安高新人人
共享”“邻里守望警民联防，共建平安
幸福社区”等字样的横幅标语，固定
设立66块长久性宣传牌，公布报警
电话及举报电话，以便于群众及时报
警和积极举报违法犯罪活动。

以电子显示屏和网络视频为载
体。以辖区居住人员密集的小区为
重点宣传区域，以酒店、KTV、网吧、
沿街门市、公交车、出租车等为重点
宣传媒介，凡是有LED显示屏的，全
部滚动播出警示标语，真正做到了温
馨提示处处有、温馨提示时时见。组
织民警深入涉危、涉爆、涉油气单位、
物流公司、大型仓库，大力宣传打击
涉枪涉爆、防火、防爆等防范知识，全
面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警务巡逻车全天候街面巡逻。
创新宣传形式，将警务巡逻车作为移
动式宣传工具，通过车头挂展板、车顶
见警灯、车尾闪提示的方式，展示严打
防范宣传标语，有效强化了辖区市民
和过路办事群众的安全防范观念。

利用法制宣传日宣传。立足高
新区实际，以“5·15经侦宣传日”“5·17
防电信诈骗宣传日”为主题，在广场设
置宣传区、问卷调查区、动漫视频宣传
区三个功能区，以大型展板展示、宣传
单常识宣传、动漫视频轮播宣传，集中
就非法集资、银行卡诈骗、合同诈骗、
电话诈骗、短信诈骗等方面的生动案
例，广泛宣讲各种自防自护常识及防
抢防骗防盗常识，并利用微信公众
号、榆横公安官方微博宣传。

利用公交车、出租车辆等移动媒
介宣传。经过多方协调、沟通，分局
与公交车站、出租办达成长期合作关
系，以“严厉打击涉枪涉爆涉危违法
犯罪活动，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全警动员，全民参与，努力打造平安
幸福榆林”等标语投放公交车、出租
车LED显示屏，加强对居民群众警
示提醒作用。

组织开展警营开放日活动。通
过邀请新闻媒体代表、辖区群众代
表、学校小学生，利用学生文体课时
间，参与“今日我在岗”警营开放日活
动，参观派出所值班室、户籍室、讯问
室、巡警训练及盾牌演练，零距离感
受警营氛围，体验民警生活。

严格督察，深入开展典型选树宣
传工作。该分局加强对治安防范宣
传活动的督导检查工作，将治安防范
宣传工作贯穿始终，确保深入推进、
取得实效。政工监督室统一汇总，对
典型事件、典型人物及创新措施、工
作经验随时总结，做好经验推广。

近期，绥德县交警大队开展警务实战技能突击强化训练，备战全市交警“百日大
练警”活动。

该队采取勤训轮换的方式，通过“集中教、分散练”“练中学、学促用”等方法提高
训练效果，提升训练效率。在训练中树立规范执法的意识，用于提高日常路面执勤执
法的水平。 本报通讯员马博楠 马晓亮摄

婴儿被弃农田 民警爱心相助
神木西沟派出所救助一名弃婴

本报通讯员杜子贤报道 近日，神木县西沟办事处雷石畔
村发现一名被人遗弃的婴儿。接警后，西沟派出所民警在位于
雷石畔村农田发现了一名正在襁褓中哭泣的婴儿，民警随即将
该男婴送至神木县医院进行身体检查。

经检查，该婴儿身患丙型肝炎，身体虚弱。民警立即为孩
子办理了住院手续。经过与县民政局、社会福利院等部门协
调，为孩子筹集了住院医疗费用。同时，民警为婴儿捐款捐物，
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目前，警方希望婴儿的亲人或知情人能
及时与西沟派出所联系。

警民共建平安高新
——榆横公安分局宣传工作出“实招”

文图/本报通讯员 冯小朋

妇女智障迷路 民警帮其找家人
本报通讯员薛渊 振军 喜林报道 6月6日，神木县大柳

塔派出所民警发现一迷路妇女精神异常，说话含糊不清。于是，
民警先将该妇女带回值班室，给她端来热水，买来面包、火腿肠充
饥。随后，民警与山东警方取得联系，并联系到其家人。

半个小时后，该妇女的家人将迷路的妇女领回家。据该妇
女的家人叙述，该女子胡某，系山东宁阳县人，轻微智障，现住在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于5月28日下午一个人从伊金霍洛旗步行
4天走到了大柳塔。如今见到走失4天的母亲，胡某的儿子朱某
向民警连连道谢！

本报通讯员冯亚 刘成建报
道 6月 5日，神木人民路派出所
民警通过蹲点跟踪将刘某抓获。

2016 年 1 月份，刘某因涉嫌
故意伤害被神木公安局列为网上
在逃人员，该所民警立即对刘某
展开调查，刘某具有反侦察意识，
一直和民警“躲猫猫”，给民警的
抓捕带来很大困难。

2017 年 3 月，民警再次获悉
刘某的临时落脚点，便立即对刘
某生活区域展开调查走访、摸排、
蹲点，发现犯罪嫌疑人刘某驾驶
一辆车号为陕 KXXXXX 的越野
车出行。民警随即对该车展开布
控，但狡猾的刘某几次逃脱民警
的抓捕。

府谷新民派出所

网上核查比对抓获外省网逃
本报通讯员温海峰 王云飞报道 6月12日，府谷县公安

局新民派出所抓获一外省网上逃犯。
6月12日上午，民警通过网上核查比对，发现某煤化公司

一工人何某某为一名外省网上在逃人员。得知这一重大线索
后，民警立即汇报值班领导，经进一步核实何某某为煤化公司
维修车间员工，民警将正在上班作业的何某某抓获。经查，何
某某因盗掘古墓葬于2017年3月21日被山西省闻喜县公安
局网上追逃。

诽谤法官暴力执法
自媒体从业者被拘

本报通讯员郭学贵报道 6月3日，米脂法院杜某到米脂县
公安局报案称：榆林一微信公众号，发布虚假信息，诽谤自己。

经查，6月2日，国某将在网络中疯狂传播的两名外国执法
人员暴打一名赤身男子的视频，与网络不实举报米脂法院杜某
的信息，拼凑成一篇信息，发布在自己经营维护的微信公众号
内，阅读量达10万余次。数名网民在留言中，称该信息系不实
信息，国某未及时更正、消除影响。国某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
行为，对杜某人格、名誉、工作、生活造成了极大困扰和伤害。米
脂县公安局给予国某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沙河口派出所

查处一起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
本报通讯员尹晨强报道 近日，榆横公安分局沙河口派

出所接到报警称，有两人在辖区阳光城小区的步行街5楼准
备跳楼。

接警后，民警迅速到达事发现场，只见两名工人站在5
楼楼顶边缘，称如果老板不能兑现拖欠的工资，就要从上面
跳下。民警配合119消防队员在楼下撑起救生气垫，与现场
相关人员了解情况后发现，楼顶的两男子是从山东来榆的务
工人员，因与老板讨要两个月的工资无果后，便以跳楼的方
式讨薪。

了解情况后，民警一直做两男子的思想工作，20分钟后，两
男子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违法和危险的，从楼顶边缘回到安全
位置。回所后，通过民警协调，施工方负责人答应会想办法尽
快筹钱付给工人。

繁案精办 简案快办 诉调对接
——神木法院坚持改革创新提升审判质效纪实

本报通讯员 白永军

神木人民路派出所

抓获一网上
在逃人员

面对案件多、人员少、任务重的现状，神木法院干警直面困难，勇于担当，多措并举，主
动作为，积极探索创新工作机制，加大繁简分流的力度，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缓解“案多人
少”问题，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促进司法公正，减轻当事人诉讼成本，有效维护了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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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
练警

三人伪造国家机关证件
被依法逮捕

本报通讯员艾绍辉 呼云报道 近日，经榆阳区人民检察
院批准，榆阳公安分局依法对两名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犯
罪嫌疑人执行逮捕。

2017年4月6日，该分局民警在人民路附近将涉嫌伪造国
家机关证件罪的犯罪嫌疑人朱某、曾某、汪某三人抓获，民警在
抓捕现场缴获了“居住证”“从业资格证”等大量证件以及部分
用于伪造证件的电脑及打印机等物品。经查，犯罪嫌疑人朱
某、曾某于2017年2月份以来，窜至榆林城区通过散发名片等
方式，向群众宣传伪造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各类证件等信息，
后经过手机联系获得需要办理伪造证件等个人信息，再将获取
的个人“办假证”信息传送给榆林某广告公司伪造相关证件，从
中获利。现朱某、曾某被依法执行逮捕，汪某被取保候审，案件
审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警营开放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