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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警察的
责任与担当
——
—记淮阴区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副政委朱静

在

全省法院系统， 大多数干警都对淮阴区法院司法警察大队这支全国
法院司法警察先进集体耳熟能详， 更是对这支全国先进警队的副政
委朱静赞赏有加： 全国法院演讲比赛第一名， 为江苏法院争得了荣
誉；规范严谨的警务技能，有力保障了审判执行工作；耐心细致的工
作作风，深得领导、同事和当事人的认可……
11月7日，江苏省高级法院法警总队总队长金国富专程赴淮阴区
法院，为荣立全省法院个人三等功的朱静颁奖。

■声情并茂讲述淮阴法警的担当故事
“司法警察坚守岗位、默默奉献，那是平凡而可
贵的担当；承受冷嘲热讽、恶语相加，那是坚韧而闪
光的担当；面对生死考验、果断决然，那是勇敢而壮
丽的担当”。
这是在7月13日，朱静代表江苏法院参加全国法
院“做合格司法警察”主题演讲比赛决赛上，声情并
茂地讲述司法警察的担当故事。
在她的演讲中，有任凭当事人责难、打骂，坚持不还
口不还手的司法警察群体，有不惧被传染病当事人咬伤
而果断制止的司法警察，有不顾脏臭跳进粪池控制情绪
失控被执行人的司法警察，有出差在外执行，突遇母亲
病危无法赶回尽孝的司法警察……

“能够参加全国法院演讲比赛决赛，让我有机会
在这个平台上， 讲述我们司法警察那些为人知或不
为人知的故事，我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
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司法警察那份忠诚的担当。 不管
成绩如何， 从市赛、 省赛到全国决赛， 我想我做到
了。 ”走下演讲台，朱静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最终， 朱静以95.93的高分夺得第一名。 7月28
日，朱静被最高法院选派参加全国法院“
做合格司法
警察”主题演讲汇报会，并作为开场选手向全国法院
干警作汇报演讲， 受到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的亲切接
见。 9月13日，江苏省高级法院给予朱静专项记功，9
月28日，淮安市中级法院对朱静予以通报表扬。

■苦练本领展示淮阴法警的优质形象
“连续值庭3个小时，始终保持规范有序，遇有
突发事件妥善处置，保证了庭审活动的顺利开展”。
2016年10月， 朱静负责一起多被告人刑事案件
庭审值庭工作。 开庭前，她和警队法警一起制定严
谨细致的实施方案；庭审时，作为副政委，她冲锋在
前，主动担负起高强度的值庭任务，站和坐均要保
持标准的姿势，还要时刻关注被告人的情绪波动和
行为动向，防止意外的发生。 果不其然，宣判时，被
告人陈某由于紧张突发晕厥，朱静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紧急施救。
“作为法警大队的副政委，庭审过程中能快速

有效地处置突发事件，不是一日之功，而是百炼成
钢。 平时，朱静就严格按照司法警察‘四项规则’的
要求，全心苦练基本功，细心锤炼要领，是一名业务
水平很全面的司法警察。 ”分管领导、杜希荣副院长
这样评价。
2005年，参加全市司法警察手枪射击比赛，朱静
获得第一名，随后代表淮安市法院参加全省法院比
赛，获得第三名；2008年，她被选拔参加全省法院阅
警女子方阵，展示了司法警察的优秀形象，被江苏
省高院评为优秀学员；2013年，参加全市法院司法警
察安检技能大比武，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用心用情抒发淮阴法警的为民情怀
“张奶奶，您的立案手续办好了，我们回去后会
尽快安排法官办理，让您的儿女履行赡养义务”。
2014年9月，被临时抽调到立案柜台负责民事案
件立案工作的朱静接到一位行动不便、 年近80的老
奶奶的电话，称儿女不养老，要告他们，但她不知道
怎么办理起诉手续， 自己身体不好也不方便去法
院。
接到电话后， 朱静立即向立案庭长张绍萍汇
报，决定上门为张奶奶办理立案手续。
立案手续办好后，朱静并没有一立了之，而是
将了解到的情况告知承办法官，启动了先期调解程
序，承办法官把张奶奶的子女找到一起，耐心开展

调解工作，最终儿女们达成协议，承担起赡养张奶奶
的责任。
在立案窗口期间，朱静以“不让当事人多跑一次
腿、全力让当事人满意”为标准，以高度的责任心，不
怕多说话、不怕多跑腿，为当事人细心解释，热情服
务，2013年至2015年，审查立案10000余件，无一错立
或因立案不及时受到投诉，得到当事人的高度认可。
梅花香自苦寒来。 朱静以巾帼不让须眉的精神
状态，规范从警，悉心为民，在司法警察的岗位上绽
放异彩，诠释着司法警察的责任与担当，先后获得全
省法院司法警察标兵、个人三等功、全市法院优秀工
作者、“
十佳政法干警”等表彰奖励20余次。 （淮法）

庭审进校园
11月8日下午，在清江浦区盐河
中心学校大礼堂， 一堂直观的法治
教育课直击400多名学生心灵。 当日
审理的是一起聚众斗殴案。 被告人
徐某， 本应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
人， 却出于兄弟义气对他人拳打脚
踢。 庭审现场，徐某的《悔过书》格外
沉重，发人深思。 最终，徐某被判处
拘役6个月，缓刑1年。 图为参加旁听
王淑臣 付笑笑 摄
的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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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湖构建非公企业
纠纷诉调对接机制
近日， 金湖法院与县工商联合
会、开发区管委会联合会出台《关于
建立非公企业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的
指导意见》，共同构筑“亲”“清”政商
关系， 化解企业纠纷， 防控企业风
险，更好地服务企业发展。
《指导意见》规定，在开发区管
委会成立非公有制企业纠纷调解委
员会， 开展企业非诉矛盾纠纷化解
工作。 同时协助法院诉讼纠纷调处
工作，实行诉前委派调解，落实诉中
委托调解，开展邀请协助调解，合力
预防化解企业纠纷。 法院要加强与
调解委员会联系， 做到业务上主动
指导、工作上主动沟通、法律适用上
主动释疑， 尽可能为他们提供一切
所需。 坚持每季度一次联席会议制
度，研究分析纠纷的发展动向、阶段

性类型、化解把控尺度，实现资源共
享，互补互促。
《指导意见》强调，为全力提升
诉调对接工作实效， 法院在开发区
设立非公企业纠纷巡回法庭， 对具
有典型意义或适合在企业开庭审理
的案件，进行巡回审理，并由开发区
管委会邀请企业法人及相关人员旁
听庭审，以案释法。 同时对调解委员
会调解不成的纠纷就地转入诉讼程
序，进行二轮诉讼调解或依法裁判。
为确保诉调对接工作规范化、 常态
化开展，法院、工商联、开发区要确
定具体联络员，专门负责案件委派、
委托、 邀请调解员调解和巡回审判
事宜。 构建企业维权服务平台，强化
对非公企业的服务保障职能。
（伍晓伟

董晶晶）

盱眙法院“四化”模式
推行繁简分流
面对连续多年收案均破万件的
态势，今年以来，盱眙县法院通过专
业化、规范化、集中化、模块化等举
措， 在案多人少面前形成了一套贴
合审执工作实际的繁简分流经验。
专业化。 按照员额法官个人兴
趣爱好和案件类型进行分类， 组建
专业审判团队， 实现诉讼案件审理
的专业化。 截至目前，该院已有金融
案件审判团队、破产案件审判团队、
小额诉讼案件审判团队等专业审判
团队8个。 在此基础上，该院还分别
在立案庭和执行局建立了2个速裁
组和2个速执组，提升简单案件和小
标的案件的审理执行。 部分庭室坚
持“人尽其用”原则，将驾驶员与书
记员组合，组建送达团队，负责案件
送达。 通过大半年的运行，团队的工
作效率 和 工 作 氛 围 都 得 到 有 效 提
升， 结案最高的审判团队和执行团
队分别达到503件、355件。
规范化。 为了保障审判团队的
专业化，该院建立了法官专业会议，
出台了 《盱眙法院专业法官会议实
施细则》， 为团队办案提供智力支
持。 同时，制定了《独任法官、合议庭
办案机制的规定 （试行）》、《办案人
员权力清单的规定》等制度，严格按
照程序和流程， 推动了审执团队的
规范运行。 在做到“简案快审、难案
精审”的基础上，庭室团队之间互相

交替办理简单、疑难复杂案件，防止
产生工作疲惫， 使得团队始终保持
高效运行。 民商事审判团队由年初
月均结案14.5件上升至目前的31件，
上升了113.8%。
集中化。 将原来由立案庭统一
排期开庭调整为由团队自主确定排
期开庭日期， 部分审判团队通过将
同类 型 案 件 集 中 在 某 天 开 庭 的 方
式，不仅便于法官快速处理案件，更
通过庭审， 让接下来需要开庭的当
事人旁听庭审， 使得当事人熟悉法
庭庭审内容， 大大提高了接下来案
件的庭审效率。 每个团队每日开庭
数量由之前的2到3个提升至目前的
最多一天14个。 通过将同类型案件
的集中处理，做到集中送达、集中开
庭、 集中写判决等， 实现了庭审效
果、法律文书撰写效率的最大化。
模块化。 将诉讼案件按照庭前、
庭审、庭后建立三个模块，每个模块
对应一个书记员，让书记员成为案件
流程运行中的“
传输带”，使得员额法
官更专注于庭审和裁判文书制作。 积
极推行裁判文书模板，通过对同类型
案件批量套改的方式，提升了裁判文
书制作效率。 今年以来，部分法庭2名
法官的力量取得了与原来3名法官同
样的审判业绩。 院法官人均办案174
件，位居全市法院前列。
（松宝

沈长春）

涟水法院高压压垮“老赖”
拒执8年现身还钱
“实在太谢谢你们了！ 我的8年
追债之路，终于被你们给终结了，太
不容易了！ ”近日，申请执行人冯某
向涟水法院执行局送来一面锦旗，
感谢执行法官为他追回了一笔8年
前的债务。
2009年，当时59岁的冯某在某公
司任驾驶员，同年2月22日，冯某借给
公司60万元， 并约定8个月后本息还
款到位。 后因该公司种植大棚于同年
6月5日遭受50年不遇的超强龙卷风、
2010年初遭受百年不遇的暴雪冰雹
袭击。 公司股东均遭受重大经济损
失，无力偿还此借款。 冯某无奈之下
于2010年2月26日将该公司告上法
庭。 涟水法院依法判决：该公司归还

冯某60万元及合法利息，相关股东四
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判决后四位股
东均以经济受到重创无力偿还为由
拒不执行，后股东干脆
“
集体失踪”。
今年以来， 涟水法院不断加大
30分钟
对老赖的打击力度，特别是“
执行响应圈”的建立，极大程度的压
缩老赖生存空间， 迫使老赖无处遁
形，获得了群众的交口称赞的同时，
各级媒体争相报道， 引起社会广泛
关注。 在此背景下，本案被执行人之
一朱某主动联系涟水法院执行局，
表示愿意先还部分款项， 执行局法
官对朱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最终
朱某答应一次性还款15万元。
（左晟

高子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