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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新五年改革纲要，哪些举措与你我密切相关？
文/新华社记者 罗 沙 杨维汉

新华保险志愿者联盟锡林郭勒站组织员工献血
2月23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银漫矿业公司发生重大运输安全事故。据新华社

消息，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22人死亡，28人受伤，其中危重9人，重症13人，轻症6人。事故
原因正在调查，事故现场清理工作基本完成。

2月24日上午6时，新华保险锡林郭勒中支理赔小组根据分公司应急领导小组工作安
排，前往西乌旗银漫矿业“2.23”事故现场，与矿业项目后勤部负责人进行接洽，经排查，本
次事故死亡22人中，5名客户曾投保我公司乘意险，均已失效；1名客户在赤峰中支巴林左
旗支公司通过微店作为投保人为其孩子购买成长无忧学生平安意外伤害保险，现保单有
效。其余人员无投保信息。

由于本次事故伤亡人数众多，24日锡林郭勒盟血站告急，急需大量A型血。得知这一
消息，新华保险志愿者联盟内蒙古分
部锡林郭勒站志愿者积极组织公司
内、外勤员工及家属前往锡林郭勒盟
中心血站进行爱心献血。 文/刘玉龙

作为人民法院下一步
改革的“计划书”和“线路
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
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
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
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
（2019—2023）》（简称五五
改革纲要）27日公布。纲要
中提出的10个方面65项改
革举措，都有哪些与你我密
切相关？

让群众打官司更省时

省力

跨域立案、跨域诉讼，
曾是不少当事人的烦心事。
五五改革纲要提出，加快推
进跨域立案改革，推动诉讼
事项跨区域远程办理、跨层
级联动办理，解决好异地诉
讼难等问题。完善当场立案、
网上立案、自助立案、跨域立
案服务相结合的便民立案
机制，实现诉讼服务“就近能
办、同城通办、异地可办”。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法
院案件数量不断攀升。如何
让人民群众解决矛盾纠纷
不再劳心费力？纲要明确提
出，健全以人民为中心的诉
讼服务制度体系。

在诉讼服务体系建设
方面，纲要提出健全线上“一
网通办”、线下“一站服务”的
集约化诉讼服务机制；引入
社会第三方参与诉讼服务
工作；普遍推行“分流、调解、
速裁、快审”机制改革，健全
相应信息系统，促进纠纷及
时快速解决。

“人案矛盾的存在，影
响到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
最高法司改办主任胡仕浩
表示，要调整“有纠纷必须找
法院”的诉讼理念，坚持把非
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
面，司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才能
更有力。

纲要对此提出，完善调
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
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
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
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建设。推动建立统
一的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平台，实现纠纷解决的在
线咨询、在线评估、在线分
流、在线调解、在线确认。

不让公平正义打白条

赢了官司却遭遇执行

难，等于公平正义打了“白
条”。时至今日，人民法院“用
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
战役已取得突破性进展。破
解执行难，如何确保治标又
治本？

“五五改革纲要在基本
解决执行难工作基础上，进
一步提出要推动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执行制度，构建切实解决执
行难的长效制度体系。”最
高法副院长李少平说。

纲要提出，健全切实解
决执行难的源头治理机制。
强化生效法律文书的确定
性、可执行性，进一步完善
执行转破产机制，研究推动
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及相关
配套机制，健全司法救助与
社会救助的衔接配合机制。

在加大强制执行力度
方面，纲要提出不断扩大网
络查控范围，依法充分适用
罚款、拘留、限制出境等强
制执行措施，加大对抗拒执
行、阻碍执行、暴力抗法行
为的惩治力度。完善反规避
执行工作机制，依法严厉打
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犯
罪行为。

“改革内容既涉及研究

推动完善执行法律制度体
系，又涉及不断健全执行工
作运行机制。”李少平同时
表示，强制执行法的研究论
证工作也已启动。

公共利益案件提级审

理

根据这份纲要，我国四
级法院职能定位将迎来调
整优化，案件管辖制度也将
出现重大变化。

———健全完善案件移
送管辖和提级审理机制，推
动将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
导意义、关乎社会公共利益
的案件交由较高层级法院
审理。

———推动完善民事、行
政案件级别管辖制度。

———推动完善民事、行
政再审申请程序和标准，构
建规范公正透明的审判监
督制度。

———科学界定人民法
院跨行政区划管辖案件的
范围和标准，推动形成有利
于打破诉讼“主客场”现象
的新型诉讼格局。

……
“无论是完善与行政区

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
度，还是深化人民法院内设
机构改革，与各级人民法院
审级职能都有重要关联。”
李少平介绍，我国法院组织
体系和机构职能体系将进
一步完善。

他表示，将优化四级法
院审级职能放在改革重要
位置，推动将具有普遍法律
适用指导意义、关乎社会公
共利益的案件交由较高层
级法院审理，充分发挥审级
制度诉讼分流、职能分层和
资源配置的功能，同时盘活
带动组织体系、内设机构改
革再优化、再升级。

构建阳光司法制度体

系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在司法公开方面，五五改革
纲要提出的不少举措引人
注目。

审 判 流 程 信 息 公
开———推动实现全国法院
依托统一平台自动、同步向
案件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
公开审判流程信息。

庭审活动公开———进
一步健全庭审公开的范围、

流程和保障机制。以有典型
意义、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
为重点，充分运用网络直播、
视频录播、图文直播等形式，
实现庭审公开常态化。

裁判文书公开———加
大裁判文书全面公开力度，
严格不上网核准机制，杜绝
选择性上网。升级中国裁判
文书网，着力提升用户体
验。

执行信息———推动实
现执行案件流程信息、被执
行人信息、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信息、网络司法拍卖信息
等在同一平台集中统一公
开。规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公开的方式和机制，推动完
善“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
信用惩戒格局。

“深化司法公开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改革成
效最显著的举措之一。”李少
平表示，纲要在建设完善审
判流程公开、庭审活动公
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
息公开四大平台基础上，进
一步提出要构建更加开放、
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
法制度体系，确保这项改革
行稳致远，正面延伸效应不
断扩大。

雪，还在三江源飘舞。
这是近10年来，牧民巴旦经
历过最大的一场雪。确切地
说，是雪灾。

巴旦家住青海省玉树
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月以
来，连续10余场的降雪使玉
树雪灾严重，截至目前，已致
2万余头（只）牲畜死亡，受灾
群众超过10万人。

杂多县阿多乡吉乃村
三社巴群沟海拔4500米，距
离县城20多公里，是全乡境
内迄今为止仅存为数不多
的不通路的村社之一。

玉树平均海拔超过
4000米，一年中只有冬、夏两
季。今年农历正月初八，新华
社首批赴玉树雪灾前线报
道的记者驱车前往本次雪
灾受灾最严重的玉树杂多、
称多等县域。

尽管早已耳闻玉树雪
灾的残酷，到达现场后，记者
更加切身感受到了灾损的
严重，救灾的困难。

沿途我们看到，被饥寒

“绑架”的白唇鹿一头栽在雪
地里，牧民家体弱的母畜和
小牛犊因吃不上草有气无
力。连续降雪和大风天气让
费尽气力打通的“生命通道”
再一次封堵。

去杂多县采访当日，天
空飘着大雪，能见度极低，白
天路上运送草饲料的车打
着双闪。

记者的采访车辆不断
打滑，甚至几次险些翻入路
旁。夜晚赶路，采访车车门打
不开，后来才得知，夜晚温度
低，车外结了很多冰，车门被
冻住了；公路两旁的牧道上，
偶尔能看见吃草的马，它们
的背上披着厚厚的棉被，被
誉为“高原之舟”的牦牛背上
结了长长的冰柱。

雪灾中，百姓利益高于
一切。

得知有牧户被困雪山，
杂多县阿多乡党委、政府干
部们秉承“生命至上”的理
念，由乡党委书记文达才仁，
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求军乃

联合带队，村社干部积极配
合，上演了“高山雪地、马背
运粮”的真情一幕。

巴群沟风力时速达5
级，骑马去村里的路上，由于
风大路险，昔日自由驰骋的
雪域马儿几次停下脚步。

杂多县查旦乡长勒格
才仁的爱人刚生孩子没几
天，就匆匆安抚好爱人，赶赴
岗位，他说:“我很爱家人和
刚刚来到人世的孩子，但雪
灾时，乡亲们更需要我！”称
多县清水河镇党委副书记
更尕东周做过肠胃手术，遇
到严寒天气伤口就会疼痛
不止，抗灾一线，他没有退
缩。春节恰逢玉树州干部李
元芳大喜的日子，从救灾现
场返回后，他直奔婚礼现场。

康巴汉子扎西求德是
玉树称多县扎多镇党委书
记，前几日，他和村镇干部一
起到该镇受灾严重的治多
村、向阳村和革新村等，茫茫
荒野被大雪覆盖。

抗灾前线，12人、12匹

马组成了雪灾应急联队。就
在牧区这些连马都不愿意
多走一步的地方，救灾干部
们来了。

玉树州称多县共有7个
乡镇，为了能把糌粑、方便面
以及棉被、毛毯等救灾物资
送到受灾牧户家，在汽车无
法通达的乡间小路上，扎西
求德不得不骑上马。

治多村海拔接近5000
米，共有484户1786人，从县
城往最远的牧户家近160公
里。

很多牧民居住的地方都
没有通信讯号，干部们骑马
到牧户家，送救灾物资的同
时也能及时掌握受灾情况。

采访时扎西求德对记者
说，在一个较为险峻的路段，

走在前面的马突然打滑，走
在后面的马也受了惊，很多
干部都重重地从马背上摔了
下来，有些陷在雪地里的马
是被干部们一起拉上来的。

那一刻记者深深体会
到：这些身先士卒的干部
们，他们不仅用真情走到了
救灾最后一公里，更是走到
了最远一家牧户的心里。

走近玉树灾区最后一公里
文/新华社记者 李琳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