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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忠诚履职、严格办案，

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2018年，睢阳区人民法院服务大局扎
实有力，执法办案稳中有进，“基本解决
执行难”工作强力推进，队伍建设不断加
强，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扫黑除恶，护航全区大局稳定。着眼
平安睢阳建设，审结刑事案件 639件，判
处犯罪分子 925人。把扫黑除恶作为重大
政治任务、作为刑事审判工作的重中之重
狠抓落实，连续 16个小时开庭审理以被
告人赵某某为首的“自强车队”涉黑案，
主犯被判处十四年有期徒刑，其他 28名
骨干成员被判处六个月至七年六个月不等
有期徒刑；重拳惩治多发性侵财犯罪，审
结抢劫、盗窃、电信诈骗等案件 95 件，
判处犯罪分子103人。江某某等32名被告
人通过网络发布虚假信息销售假保健品牟
利 100余万元，均被判处刑罚；坚定不移
严惩贪腐，审结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
职务犯罪案件 11 件，判处犯罪分子 12
人；严厉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审结集资
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案件 27 件，
判处犯罪分子 67人。以郭某某为首的 11
名被告人成立担保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4400余万元，主犯郭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九年。坚决打击污染环境、制售有毒有害
食品、制售伪劣产品等犯罪，审结案件12
件，判处刑罚 13人。赵某某私自开设镀
锌厂造成土壤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被判
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化解社会矛盾，护航全区和谐发展。
履行社会治理责任，关注民生、保护民
生，审结各类民商事案件 8970件，涉案
金额 59.7 亿元。贯彻“调解优先”的原
则，做到案结事了，定纷止争，全年调解
撤诉案件 4651件。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妥善
处理涉民营企业案件 750件，充分保护民
营企业合法权益；依法维护金融安全，妥
善审理民间借贷、融资借款等案件 2456
件，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及时提出司法建
议，防范金融风险；审结房屋买卖合同、
金融保险合同等案件 1956件，倡导诚信
守约的社会秩序；开展拖欠农民工工资案
件集中办理活动，全年为 500余名农民工
兄弟追回“血汗钱”2500余万元；注重维
护家庭婚姻的和谐，夯实家庭基石，妥善
审结家事类案件1094件。

支持依法行政，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依法解决行政争议，贯彻在监督中支持政
府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同时注重保护行
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审结行政诉讼案件
25件，结案率 100%。全面落实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规定，行政首长出庭应诉
率70%以上。办理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审核
195件，其中计划生育处罚 119件、环境
保护处罚 1件、工商管理处罚 4件、食品
药品处罚 2件、城建规划处罚 5件、社会
保障处罚2件、交通运输处罚25件，裁定
准予强制执行162件，不予受理31件，准
予撤回申请2件，有效促进了官民和谐。

克难攻坚，取得执行工作重大进展。
举全院之力攻克执行难，顺利完成了最高
法院要求的“三九一八”执行工作目标任
务，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执结
率、终本案件合格率、执行信访化解率均
达 90%以上，结案率 86.7%。全年执结案
件 4119件，执结金额 6.2亿元。保持打击
拒执犯罪力度不减，全年刑事自诉立案80
件，判处刑罚 9人，临时布控 310人，司
法拘留 306人。联合惩戒机制持续发力，
1566名“老赖”被纳入失信黑名单，513
名“老赖”在乘飞机、坐高铁时被拦截。
司法网络拍卖常态化运行，上传拍品 702
件，成交金额 4.2亿元，为当事人节省佣
金 2100余万元。集中执行和专项执行规
范化、常态化运行，执行干警主动放弃节
假日，战严寒，斗酷暑，睡半夜，起五
更，千里奔袭，万里追踪，打出集中执行
组合拳，给被执行人形成有力震慑。2018

年 11月份，全国第三方评估专家组对我
院解决“执行难”工作进行评估，各项核
心指标全部达标，“基本解决执行难”取
得阶段性重大成果。

遵循规律、深化改革，

推动各项工作创新

创新，是司法事业发展的第一动力，
是人民法院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深化司
法体制改革所肩负的使命。2018年，睢阳
区人民法院加强顶层设计，坚持从实际出
发，结合实际情况推动制度创新。

深入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全面落实
“让审理者裁判、有裁判者负责”的改革
要求，突出主审法官的主体地位，明晰主
体权责，优化审判团队配置，在首批遴选
42名员额法官的基础上，完成第二批6名
员额法官的选任，并全部充实到办案一
线。实现院庭长办案常态化，让院庭长走
出办公室，走向审判台，主动审理疑难复
杂案件，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

深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改革。全面落
实“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的改革要求，
成立小额速裁合议庭，审理标的金额在 3
万元以下的简单民事案件；成立民商事速
裁第一、第二、第三合议庭，简化审判程
序和法律文书制作，进一步减轻了群众诉
累，节约了司法资源。

深入推进专业化审判和家事审判改
革。成立交通事故、医疗纠纷、劳动争
议、环境资源、金融和家事审判第一、第
二合议庭等专业审判团队，共审结案件
4000余件，让专业法官审理专业案件，审
判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深入推进诉调对接。积极探索社会矛
盾多元化解机制，认真学习“枫桥经验”
的时代意义，成立“诉调对接”工作室，
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零距离、多途
径、全方位”的司法服务；建立保险协会
工作人员常驻法院调解机制，使30%的涉
保险案件化解在诉前。

司法为民、勇于作为，

提升司法服务水平

2018年，睢阳区人民法院牢牢把握司
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全面提升审
判执行质效，全面提升司法服务水平，全
面提升司法公信力，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
果。

全面保护弱势群体利益，保证人民群
众幸福感。严格按照区委部署落实脱贫攻
坚工作要求，同时结合法院特点，开展第
一书记驻村普法，党员法官送法进乡村，
工作队调解案件定纷止争等活动；连续九
年开展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办理活
动，为农民工兄弟撑腰打气；深入建筑工
地、企业车间，提供法律咨询 400 余人
（次），发放宣传彩页、法官联系卡1万余
份；开展保护农村“三留守”人员合法权
益活动，审执结涉“三留守”人员案件
300余件，为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
儿童撑起一片蓝天；加大司法救助力度，
依法给困难当事人缓、减、免诉讼费 80
余万元，向困难执行申请人发放救助金95
万元；积极参与“关心下一代”工作，持
续开展“送法进校园”、“开学第一堂法治
课”活动，为全区中小学生普及法律常
识，提升法治意识。

更高标准开展诉讼服务，增加人民群
众获得感。以信息化建设和司法改革的要
求打造诉讼服务中心，凸显便民利民的各
项功能，凸显方便法官的各项举措，新建
成的诉讼服务中心于年底投入使用，成为
具有“一站式服务、一体化运行、一揽子
解决”的综合性便民服务平台。

加强阳光司法，确保人民群众知情
权。积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工作要
求，讲好法院故事；在审判工作中积极开
展“巡回审判”，力求达到“审理一案，

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积极发挥报纸、
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作用，在国家级载
体发布宣传报道 169篇；创新宣传方式，
加强与新媒体合作，与人民网、网易新
闻、大河网、澎湃新闻、映象网等达成合
作协议，即时推送法院工作信息；裁判文
书公开上网 6122件，实现应上尽上，上
网率达97.3%；“三微一体”工作常态化运
转，睢阳法院官方微博、微信、微视粉丝
量超 10 万人，发布新闻宣传信息 600 余
条，及时公布工作动态和要案进展，接受
人民群众监督。

优化信访工作，提高人民群众满意
度。坚持把处理涉诉信访案件作为联系群
众、倾听民意、为民解忧的重要途径。坚
持“三到位一处理”工作制度，引导群众
合法合理合规反映诉求。对信访案件实行
一案双查，严格责任追究；畅通信访渠
道，在诉讼服务大厅设立领导值班接访窗
口，全年接访 114件，并在第一时间反馈
给当事人，进京访和赴省访同比下降25%
和16%，信访形势进一步好转。

政治建院，从严管理，

打造过硬队伍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院队伍，是实现
公正高效权威司法的前提和保障。2018
年，睢阳区人民法院提高政治站位，不断
提升政治能力；强化责任担当，不断提升
服务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能力；锻造高强本
领，不断提升公正司法能力；加强监督管
理，不断提升廉洁司法能力，打造了一支
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队伍。

持续加强基层党建。坚持党建工作民
主生活会、党员活动、党组成员讲党课

“三个常态化”。院党组切实履行党建工作
主体责任，引导干警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全年召开党组民主生活会 3次，党
组集体学习 31次，党员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12次，撰写学习心得体会200余篇。院
机关党委注重党建人才培养，选拔 5位年
轻优秀党员进入党支部班子，发展入党积
极分子9人，为党支部注入新鲜血液。

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把教育预防
作为重点，通过组织开展观看廉政教育
片、参观廉政教育基地、发送廉政短信等
形式，营造良好的廉政氛围。院党组每季
度专题研究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切
实做到与审判执行工作同部署、同安排。
制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方案》，院长与
主管院长、庭长签订廉政风险责任书。扎
实开展“以案促改警示教育活动”，制订
了方案，查摆了问题，两次召开由全院干

警参加的以案促改专项会议，对几年来信
访举报问题和违规违纪典型案例逐案进行
剖析，院长作点评讲话，每位干警对照检
查。对信访举报做到有落实、有回音，对
被举报的干警及时进行提醒、约谈。

持续加强素质能力建设。打造学习型
法院，坚持周五下午学习例会制度。开展
政治学习，及时传达贯彻中央和上级指示
精神，要求每位干警学懂、弄通、做实；
开展业务学习，对新公布和新修订的法律
法规以及上级法院的工作部署及时组织相
关干警学习落实；开展社会科学知识学
习，邀请相关专家、学者作辅导报告，拓
宽干警知识面。通过不断学习，干警素质
能力明显提高。

持续加强制度建设。注重建立长效机
制，扎紧制度的“笼子”，防止“牛栏关
猫”，全年从执法办案、队伍建设等方面
制定、完善、修订了 26份规章制度，依
靠制度管人、管事、管权、管案的工作机
制已经日趋完善。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进一步提升接受监督的自觉性

睢阳区人民法院党组认为，成绩和进
步都离不开人大代表的监督、支持和帮
助。2018年，该院进一步提高认识，不断
增强接受监督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自觉接
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改善司法环
境，更好地为全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牢牢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
自觉向党委、人大报告工作。全年向区委
常委会汇报党组工作情况 2次，向区人大
常委会专题汇报涉诉信访工作和执行工作
各1次。

通过“睢阳法院官方微信”“睢阳法
院手机报”等形式向代表委员通报法院工
作 50余次，邀请代表委员观摩庭审、见
证执行、参与听证 200余人次。召开代表
委员座谈会 2次，向代表委员发出征求意
见和建议函 445份，对反馈的意见和建议
逐一回复，及时回应代表委员关切。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是睢
阳区“三年大变、五年巨变”跨越式发展
的关键之年。睢阳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张慎祝告诉记者：“2019年，我们的
工作思路和总体目标是，深入贯彻学习党
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区委各项
决策部署，狠抓执法办案，进一步落实司
法改革，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努力建设
智慧法院，为推动睢阳区实现跨越发展提
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牢记使命勇担当 迎难而上创佳绩
——睢阳区人民法院2018年工作综述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余 萍 潘 磊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
2018年，睢阳区人民法院在区委正确领导、区

人大有力监督、区政府大力支持、区政协民主监督
和社会各界共同关心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全区工作大局，
坚定争创“全国文明单位、全国优秀法院”的目
标，坚持软硬件“两手抓、两手硬”，党组一班人带领
全院干警，同心同德，攻坚克难，收获了累累硕果：

全年受理各类案件 16041 件，审、执结 14557
件，结案率90.75%；

案件服判息诉率91.07%，员额法官人均结案数
348件，审判执行案件数量、质量和效率保持在高位
运行……

4 月 2 日，在睢阳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上，睢阳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慎祝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夏季广场文化活动睢阳区人民法院专场文艺晚会在金世
纪广场隆重举行，近千名群众观看了演出。

走访群众

树优秀家风，构清正院风。

睢阳区委书记曹月坤到区人民法院调研。 睢阳区人民法院举办首批入额法官宣誓仪式，领誓人为该院党组书记、院长张慎祝。

睢阳区10余名企业家代表来到睢阳区人民法院，参观该院智慧法院建设，共同畅
谈法院与民营企业的联动交流机制建设。送法进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