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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杨启萍 何雁君 王峭丽

为维护司法公正， 提升珠晖政法机
关办案质量，维护人民权益，珠晖区委政
法委连续多年组织的政法机关案件质量
评查，今年又开始启动筹备工作了。

“案件质量评查既是监督 ,也是自我
提升” ， 珠晖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刘国国
告诫每一个参与案件评查的工作人员，
一定要细心听取外界意见， 确保珠晖政
法案件质量提高，群众满意度提升。

说起案件质量评查， 这始于珠晖区
几年前的一次改革。 当时作为辖区大型
国企冶金厂的企业公安并入到地方公安
系统后，成立了八角塘公安分局。 曾经的
办案方式和办案程序迫切需要与地方公
安接轨。 说起改革的重点，八角塘公安分
局法制办主任张春雷回忆， 全局上下统
一思想，改变过去办案程序混乱、不重视
案卷装订等瑕疵， 将手头的每一个案子
都按法律程序规定来执行， 在区委政法
委的协调下， 八角塘公安分局也加强了
与辖区内法院、 检察院单位的交流与学
习。

一次 “插柳” 行为取得了不错的效
果，受此启发，区委政法委联合区法学会
决定每年举办一次案件评查活动。 为发
挥区域内高校多法律专家多的优势 ，每
次案件评查中， 增设了南华大学法学应
用所、 衡阳师范学院法学院等 6 名法学
专家参与评查。

按照区委政法委案件评查标准显
示， 案件评查主要集中在案卷装订是否
规范、 程序是否存在不当， 实体是否违
法。 这涉及到法律文字语法、案件编码、
办案流程及时间规定、 证据收集采信法

律标准等十一个细则。 每个年度，珠晖区
委政法委会在各办案单位上报的一百件
案例中精选二十八件案例参与“十佳”案
例评选， 之后再综合各方意见选出年度
珠晖十佳精品案件。

法治与民主深入执法单位
“案件评查给我单位带来非常正面

的影响， 促进我院更加完善案件讨论机
制，鼓励年轻干警新观念、新看法。 ”珠晖
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李理宇说。

从参与区委政法委案件评查， 到争
先创优入围十佳案件， 区检察院建立了
案件讨论联席会议制度。 对存有异议的
案件，一律上联席会。 联席会不仅有“老”
资格检察官的看法， 还有一线办案检察
官助理的意见， 该院创新性地将检察官
助理关于案件意见写入审查报告。 2018
年， 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 7 人团伙参与
的涉黑涉恶案件，当时公安以非法拘禁、

敲诈勒索罪名立案侦查。 案件报上来后，
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孙晓就提出了自
己对案件定性不同的看法。 他建议应该
以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罪来定性。 联席会
采纳了她的意见， 公安根据这个定性重
新组织侦查， 报经法院后也得到顺利结
案。 后来该案推荐到 2019 年度珠晖区案
件评查，被评为珠晖区十佳案件。

让更多有想法的年轻办案人员参与
案件审查， 是区检察院保障案件质量的
“诀窍”，区公安分局也有他们的“独门绝
技”，这就是兼职法制员。 区公安分局法
制大队王建国介绍， 为保证基层干警执
法守法， 每个派出所都配备了兼职法制
员， 这些本身有一定的法律基础的法制
员给一线办案人员找问题、提建议，形成
了公安办案第一条火线， 区公安分局法
制大队则定期检查承办的案件， 作好文
书存档。 所以每年区公安分局在案件评
查的十佳案件中连续取得不错的成绩。

法治信息化彰显为民服务宗旨
“数据信息化为我们对案件的审查

作出了科学的评判 , 更别提统计对比不
同案件的瑕疵点了。 ”珠晖区人民法院副
院长雷玲说。

区人民法院借助信息大数据， 对案
件进行综合评判， 确保案件质量。 2019
年立案庭庭长易珈羽在审理一起离婚案
件时，女方告男方存在家暴起诉离婚。 易
珈羽在分析数据后发现，男方不存在经常性
家暴倾向，女方起诉，缘由双方吵架互相动
手，于是易珈羽驳回女方离婚诉求。 后来经
过法院调解，夫妻双方和好如初，一场婚姻
危机在看似无情驳回下得以挽回。 同年，该
案件因为“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被法律
专家一举推荐为珠晖区案件评查十佳案件。

选择案件问题，点击确定 ,同步上传
省厅， 生成法律援助案件报告———这是
珠晖区司法局法律援助员日常办案工作
中的几个步骤。 为确保司法局法律援助
案件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 珠晖区司法局
在局长周俏的多方努力下 , 确保一线办
案人员百分百配备信息化工具， 积极探
索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援助质量。 通过
对比省厅的辅助软件， 区法律援助案件
不仅让援助对象满意， 得到了他们期望
的免费司法援助。 去年珠晖区司法局办
理的法律援助案例 《沈巧林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李青霓工伤保险待遇纠
纷》 还因为标准化的案件卷宗装订和案
件办理质量，让众多评委伸出大拇指。

“从过去我们主动催促各办案单位
送交案件， 到现在每年到期各办案单位
主动递送案件， 这个改变证明我们的做
法是对的， 法治珠晖建设也是通过这种
潜移默化的活动来达成的。 ”区委政法委
书记罗军荣说。

充分调研 +群众需求
交通巡回法庭应运而生

2017 年，衡铁法院主动请缨，经层报
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同意， 自当年 5 月 1
日起管辖衡阳市珠晖区、 石鼓区的道路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经过近两
年的审判实践和充分调研， 衡铁法院发
现珠晖区交警大队全年交通事故报案
6000 起左右， 其中涉及人身损害的事故
800 起左右 ， 涉及财产损害的事故在
3000 起以上 ， 进入行政调解的纠纷在
1000 起以上。为了解决纠纷，大量的交通
事故当事人需要多次往返，费时费力，还
经常出现已经达成的调解协议因缺乏强
制执行力而进入诉讼的情形。 群众的司
法需求就是法院努力的方向， 衡铁法院
认识到， 化解交通事故矛盾纠纷需要人
民法院职能前移和发挥司法能动性 。
2019 年 3 月， 衡铁法院驻珠晖区交警
大队交通巡回法庭正式设立 ，现有标
准 法 庭 1 间 ，办 公 室 2 间 ，开 通 专 网
与法院审判业务系统对接 。 交通巡回
法庭定位为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诉前调
解、立案、审理一站式便民服务的派驻机
构 。

诉前调解 +司法确认
交通巡回法庭服务群众的新模式

细心的群众发现， 这个交通巡回法
庭有点“怪”，明明是法庭，做的工作却多
半是劝当事人不要打官司。

因为在日常工作中， 巡回法庭的法
官发现进入诉讼程序案件的赔偿数额从
表面看，比调解结案的数额高出不少，但
扣除诉讼成本， 当事人得到的实际赔偿
数额与调解结果相差并不大， 这还不包
括无法量化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 而
通过诉前调解+司法确认的结案方式可
以避免赔偿款的一部分用于支付诉讼成
本的现象， 保证了赔偿款项能一分不少
地赔付给受害人。 这样节省下来的诉讼
成本，都归益于双方当事人。 赔偿方能减
少一定的赔偿数额， 受害方也能快速实
现合理利益，纠纷快速化解，达到了纠纷
双方互利共赢的效果。 一年来，衡铁法院
交通巡回法庭积极主动开展工作， 共协
助行政调解 500 余次， 调解成功并转司
法确认案件 150 余件。

对此，省人大代表刘增明指出，衡铁
法院交通巡回法庭通过“诉前调解+司法
确认” 的工作新模式降低了群众纠纷解

决成本，将矛盾化解于萌芽，体现了人民
法院参与共治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责任担当。

数据一体 +多方联动
交通巡回法庭发展的新方向
湖南是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开展道

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 “网上数据一
体化处理”试点地区。 “网上数据一体化”
平台可以实现人民法院、 交警 122 事故
中队、司法局、保险行业协会、保险公司、
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动， 实现各
部门共同参与、 各司其职， 实现数据一
体、流程顺畅 、标准统一 ，部分交通事故
纠纷可以实现线上采集当事人及责任认
定信息， 支持相关当事人进行理赔试
算 、在线调解 、司法确认 、一键理赔等
功能 。

下一步， 衡铁法院交通巡回法庭将
充分利用目前“智慧法院”建设的重大历
史机遇， 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和参
与，找准“数据一体+多方联动”的发展方
向，实现更专业 、更便捷 、更低成本解决
道路交通事故纠纷， 努力让人民群众真
正感受到便民惠民利民的司法服务。

以案件评查促办案质量提升
———衡阳市珠晖区委政法委领航法治珠晖建设

司法服务到前沿 化解纠纷于萌芽
———衡阳铁路运输法院交通巡回法庭职能前移显成效

案件评查现场。

珠晖区委政法委
书记罗军荣。

通讯员 杨启萍 王峭丽

2019 年 11 月的一天中午， 衡阳市
珠晖区交警大队民警带来两位当事人 ，
原来徐某骑电动车将行人李某撞致左脚
骨折住院， 两人约定当天到交警大队协
商处理。 李某要求对方赔偿 22000 元，
而徐某只愿赔四千，双方各不相让，民警
调解了一上午没有效果， 便将当事人带
到衡铁法院驻队交通巡回法庭。 张鹏翔
庭长了解事情的全部经过后， 认为李某
的要求并不过分， 徐某不愿让步的主要
原因是对赔偿标准不了解。 张庭长采取
“背靠背 ”的方式进行调解 ,向徐某一一
列明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
各项法定费用赔偿标准， 告知徐某案件
一旦进入诉讼程序， 赔偿费用不会低于
三万元。了解赔偿标准后，徐某主动与李
某协商， 最后双方达成一次性赔偿两万
元的协议并共同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
徐某当场付给李某两万元。 上述过程只
用了两个小时。 民警对铁路运输法院交
通巡回法庭的工作效率惊讶不已， 这也
是该法庭职能前移取得的成效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