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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和信息化建设，是推动人民法
院工作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我区
各级人民法院将推进信息化建设作为一场深
刻的自我革命，相继实施了智慧庭审系统、互
联网科技法庭等一批信息化建设项目，有力
促进了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推动了
人民法院审判执行方式的全局性变革。

时移世易，变法宜矣。在当今信息化时
代，必须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视野审视
法院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建设引领审判体

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信息化建设作为现代
化管理的重要手段和依托，在推进法院审判
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了资源整合与
传输优势，形成了高效率的应用格局。近年
来的司法实践充分证明，信息化建设的创新
和发展，在提升审判效率、加强审判管理和内
部监督、方便群众诉讼、保障当事人知情权、
解决执行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围绕实现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法院要从全面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和

软件开发功能升级入手，以需求为导向，促
进信息化与法院业务深度融合。要积极开
发智能化的审判辅助系统，辅助法官一键生
成各类通知书、传票、公告等制式文书和裁
判文书。要创新信息载体，统筹协调审判流
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法院
庭审公开等举措，加深向人民群众展示法院
司法公开的诚意。要搭建为民服务平台，提
升司法便民服务水平，尽量满足公众更多的
司法需求，进一步推广“互联网+”诉讼模式，

全面推行网上立案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实现
跨域立案服务全覆盖。

现代科技日新月异，司法需求不断增
加，信息化建设永远在路上。法院要以踏石
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全面深入扎实推进
信息化建设，打造智慧法院，努力实现全业
务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方位智能
辅助，推动现代科技与审判工作深度融合，
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
出应有贡献。

信息化助力高效率审判
◎李晗

□本报记者 李晗 通讯员 梁霞

不久前，在包头市九原区人民金融法庭上，
法官与书记员通过视频的方式与双方当事人进
行网络连线，顺利完成了一次“云”调解。

调解过程中，法官通过与当事人实时在
线对话，依法核实当事人身份信息、审查当事
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开展法庭调查等，仅20分
钟，原被告双方就达成了调解协议，解决了12
万元的金融借款纠纷。

“新技术的应用，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打
官司，真的太方便了。”调解结束后，原告兴业
银行的诉讼代理人竖起了大拇指。

“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于趋时适治而
已”。近年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紧跟信息
化时代趋势，坚持为人民群众提供多元化司
法服务，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工作，在全区范
围内率先开展智慧庭审系统、互联网科技法
庭、三方庭审系统等多项信息化建设项目，为
审判工作插上“智慧羽翼”。2020年，包头市
中级人民法院累计受理各类案件6893件，审
结6246件，结案率达90.6%。

庭审审出加速度

“作为一名多年工作在审判一线的法官，
我亲身经历了庭审记录方式从传统的手写记
录，到电脑录入，再到如今的智能语音识别等
一系列发展变化，切身感受到了信息化发展
与司法改革为审判工作带来的效能。”近日，
在使用智慧庭审系统审理了一起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案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监庭副
庭长张志强发自内心地感慨道。

智慧庭审系统融合了大数据、智能语音
转换、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能够更加真实、
客观、完整地记录下整个庭审过程，使庭审记
录方式发生根本变革，进而让庭审实质化改
革落到实处。

随着智慧庭审系统使用，包头市中级人
民法院实现了庭审笔录语音转写功能。该功
能基于语音识别技术，可实时将法官、书记员
以及各诉讼参与人的发言语音转换为文字，
便于书记员制作庭审笔录。该功能的应用，
有效解决了书记员庭审笔录记录不全、庭后
反复确认的记录难题。

基于专有法律语义分析技术，该系统还
可对案件的起诉书、答辩状、证据等数据和庭
审笔录的内容进行智能判断分析后，按照最
高法院文书格式要求，生成各类裁判文书。
应用后，可减少法官大约70%的文书编写工
作量，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让法官将主要精
力放在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上。同时，在庭
审过程中，该系统通过对接电子签名系统，当
事人可直接在庭审笔录电子文书上签名。这
不仅避免了当事人手动签字捺印的繁复性，
还具备了电子数据防篡改功能，确保电子证
据的真实性。

“现在，有了智慧庭审系统，使得庭审过
程可定格、可复制、可再现，实现了从‘归纳式
记录’向‘镜像式记录’的转变，保障了当事人
的诉讼权利，减轻了办案人员的工作负担，切
实提高了庭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包头市中
级人民法院信息技术科科长刘晶晶说。

法庭开在“云端”上

“互联网庭审画面清晰、声音流畅，消除

了当事人和法官的距离感，有效保障了庭审
效果。此举既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又
提高了法官审判工作效率。”谈到包头市中级
人民法院正在使用的互联网科技法庭时，刘
晶晶给出了高度评价。

互联网科技法庭是指当事人可使用普通
电脑、手机等多种终端，通过远程视频形式开
庭审理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可以实时上
传电子证据，当庭举证质证。庭审结束后，当
事人可通过使用移动终端扫二维码的方式对
笔录内容进行签字确认，庭审音视频录像保存
在阿里云端，实现了庭审全程留痕。

疫情期间，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在达茂
旗法院开庭审理，当事人冯某由于疫情居家
隔离。于是，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使用
互联网科技法庭，采取远程视频方式开庭审
理，虽然双方都不在现场，但整个庭审过程有
条不紊。庭审后，冯某赞不绝口：“这种开庭
方式太好了，太方便了。我家住在呼市，可开
庭在达茂旗，又赶上疫情期间出不了门，多亏
有互联网科技法庭，让我在家用手机就解决
了。”

截至目前，全市共建有互联网法庭14个，
已开庭审理532起案件，基本满足刑事、民事
和行政等案件的开庭需求。

三方庭审一条线

今年5月的一天，随着“铛”的一声法槌敲
响，一起盗窃案在九原区法院开庭审理。这次
开庭不同寻常，整个法庭只有审判员与书记员，
没有公诉人，也没有被告人。迎面的两个大屏
幕上，投射的是九原区检察院公诉人及东河区
看守所被告人的画面。庭审中，被告人徐某对

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犯罪事实均无异议，整
个庭审过程只用了15分钟。

这是包头市法院系统利用三方庭审系统
审理的一起案件。以前，一起刑事案件得在
看守所实地开庭，需要专职囚车、专职司机和
专人保障，当被告人数众多时，还需要多辆囚
车多名法警配合。单程耗时长，消耗人力资
源多，有时一天最多只能开一个庭，时间得不
到有效利用。

为破解这一困境，2020年底，包头市中级
人民法院经多方考察，反复调试，建立了自治
区首个覆盖全市政法系统的三方庭审系统。
该系统是指法官、公诉人、被告人分别在法
院、检察院和看守所等“不同时空”，通过线上
视频方式完成对各庭审参加人员的提问、举
证、质证等庭审过程，并具有远程控制、录像
存储和集中管理等功能。

“使用三方庭审系统，一方面可以有效减
少路途奔波，节约司法资源，让法官有更多精
力投入到案件审理中。另一方面，也有效落
实了审判公开原则，利用驻监所远程视频询
问室对案件进行公开宣判，确保案件流程严
格规范，保障审判程序合法合规。”包头市中
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张强介绍说。

目前，三方庭审系统已无缝衔接全市11
家法院、11家检察院和6家看守所，有效推动
信息技术和司法业务深度融合。

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牛惠卿
高兴地说：“我们真是赶上好时代了！现在利
用三方庭审系统在监所开展远程视频庭审，
最多只需一辆车、三四个法警就能开展工作，
被告人在看守所便可参与庭审，有效降低了
押解风险，提高了刑事庭审效率。”

““智慧羽翼智慧羽翼””为司法审判赋能为司法审判赋能

■聚焦

□见习记者 郝佳丽

“锣鼓家伙敲起来，精神抖擞上台来……”
近日，伴随着诙谐有趣的“三句半”，鄂尔多斯市
杭锦旗检察院与杭锦旗乌兰牧骑共同组织的保
护红色资源普法宣传活动，在锡尼镇布哈岱村
拉开帷幕。活动吸引了不少村民驻足观看，阵
阵掌声此起彼伏。

这样的普法宣传活动，杭锦旗检察院经常
组织，目的就是为了守护好红色资源。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
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人人都有责任
珍惜它、保护它。

近年来，杭锦旗检察院把保护红色资源、助
推红色基因传承作为重要着力点，发出督促履
职检察建议，加强类案监督和源头治理。督促
行政机关完善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融合发展的
方案，确保红色文化遗产妥善保存和延续，为赓
续精神血脉贡献检察力量。

在具体工作中，杭锦旗检察院通过与退役
军人事务管理局、文化和旅游局、档案局等主管
部门开展联合调研、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摸清辖
区内红色资源底数，建立管理工作台账，为进一
步规范科学保护奠定坚实基础。该院结合检察
职能，找准监督切入点，要求文化旅游部门提前
制定开发与保护方案，从是否明确责任人员、细
化保护措施、跟进修缮进度等方面进行监督，切

实加大保护力度。
同时，杭锦旗检察院持续开展不可移动文物

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先后多次走访调研辖区
文物保护单位，针对文物单位存在建筑年久失
修、重大安全隐患及有损英雄烈士肖像名誉荣誉
等情况，向有关职能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并跟踪
问题整改。该院在一次履行公益职责时发现，辖
区部分祭祀用品店销售人民币图样冥币，侵犯了
伟人肖像权。随即该院向杭锦旗退役军人事务
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第一时间整改，有效捍卫
了英雄烈士名誉权荣誉权。

此外，杭锦旗检察院联合文化和旅游局、宣
传部等单位，建立信息实时共享、案件线索移
送、取证技术支持等常态化文物保护协调管控

机制，通过以案释法、公益宣传进单位、进社区
等活动，与乌兰牧骑合作，大力开展红色资源保
护宣传，将法律宣传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
节目，宣传效果大幅提升，群众守法护法意识提
高。“红色资源是我们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作
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有义务保护好我们的红色
资源。”社区网格员王先生说。

杭锦旗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越祖琨说，
为保护好红色资源，近年来，杭锦旗检察院不懈
努力，积极探索，保护工作取得了实效。“下一
步，我们将继续携手有关单位，共同开展红色资
源保护公益宣传与实践活动，以检察公益诉讼
助力保护工作，以检察担当和检察作为弘扬革
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守护好红色资源

□本报记者 陈春艳

近日，赤峰市林西县公安局生态环
境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破获一起危
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共抓获犯罪
嫌疑人15名，查获涉案车辆1辆、涉案
野生马鹿角 169 架，总重量 176.75 公
斤。

日前，林西县交警大队执勤民警在
县域内查处酒驾过程中，一辆停在路边
形迹可疑白色农用车引起了民警的注
意。

经过检查发现，此车为过期未检车
辆，民警在与车辆驾驶员沟通过程中，
驾驶员神情慌张并极力掩饰车上篷布
遮盖的货物，驾驶员的奇怪举动引起了
民警的警觉。民警要求驾驶员打开篷
布，农用车车厢内露出大量鹿角。执勤
民警立即将驾驶员陈某控制，并移交至
林西县公安局生态环境食品药品犯罪
侦查大队。

面对警方的讯问，嫌疑人陈某含糊
其辞，妄图独自承担责任。办案民警分
析，陈某车上装有如此多的野生鹿角，
其身后必定有一条危害、销售野生动物
犯罪链条。侦查员随即调取了嫌疑人
的相关聊天与转账记录，并加大审讯力
度，陈某见事情败露，遂交代了伙同他
人贩卖野生鹿角的犯罪事实。

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发现该案错
综复杂，疑难点多，社会影响面广，背后
隐藏的一条较为完整的非法收购、运
输、销售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产业链条渐渐浮出水面。

陈某，林西县某村村民，以贩卖药
材为生。今年5月份，陈某联系河北省
安国市某药材市场的吕某等 3人建立
产业链条，共同在克什克腾旗收购野生
鹿角，达到一定数量后贩卖到省外牟取
暴利。

为从源头上铲除相关产业链，经过
研究，林西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
抽调精干力量，赴河北省安国市药材交
易市场，对其余几名嫌疑人进行抓捕。

6月 8日，在安国市警方的全力协
助下，经过两天两夜奋战，专案组民警
分别将吕某、墨某、宋某 3人抓获并押
解回林西县。同时，经过缜密侦查，民
警掌握了克什克腾旗某村村民11人售
卖野生鹿角的犯罪事实。

至此，系列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制品案主要犯罪嫌疑人悉数到
案。目前，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林
西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拔出“萝卜”
带出“泥”

■普法

■视界

近日，呼伦贝尔市检察院机关党委组织党员志愿
者深入“我帮你”志愿服务站点，开展“检察听证：让公
平正义看得见”主题普法宣传活动。通过发放普法宣
传资料，现场讲解法律法规知识，提高群众安全防范
意识。 见习记者 郝佳丽 摄

连日来，二连浩特市迎
来高温天气，二连出入境边
防检查站民警顶着烈日，身
穿全套防护装备开展出入
境边防检查，全力筑牢国门
疫情防线，确保口岸通关安
全顺畅。

本报记者 安寅东 摄

烈日下的坚守

近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信访处党支部深入学府
花园社区，开展“普法宣传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通过
设立咨询台、发放普法宣传资料等形式，为群众答疑解
惑，提高群众学法、用法、守法意识，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本报记者 李晗 摄

普法宣传

院智慧法
目前，三方庭审系统已无缝衔接全市11家法院

11家检察院、6家看守所
有效推动信息技术和司法业务深度融合

□本报记者 陈春艳

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公安局食药环
侦大队以“昆仑2021”专项行动，及生态
环境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
发的《关于进一步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
境违法犯罪和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
据弄虚作假违法犯罪的通知》为抓手，快
速侦办了一起污染环境案，抓获犯罪嫌
疑人1名，捣毁污染环境非法处置废机
油窝点1处。

4月29日晚，杭锦后旗陕坝镇城西
村3社一处出租屋内，犯罪嫌疑人杨某
在加热收集回的废机油进行油水分离时
因操作不当，导致加热产生的油气遇到
明火发生爆燃引起火灾事故。介于案情
重大，公安局与生态环境局第一时间介
入，主动引导取证、固证，检察院也及时
介入，跟踪监督案件情况，持续跟进推动
案件侦办。

经查，2月份至4月份期间，犯罪嫌
疑人杨某为了牟取经济利益，在无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从当地
汽车修理部和个人手中收集废机油，贮
存在租房处院内的油罐里，准备处置后
出售给外地的炼油厂。

经司法鉴定，杨某回收的 13.12吨
废机油为危险废物。杨某的行为涉嫌污
染环境罪，6月17日被杭锦后旗公安局
依法刑事拘留。

4月 29日发生的火灾事故对周边
房屋及树木等造成不同程度的损毁，对
周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和破坏。

警方提醒，对于违法排放污染物、处
置危险废物等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予
以严厉打击，绝不姑息。若广大市民发
现上述环境违法犯罪线索，可直接拨打
110向公安机关举报。汽修店等废机油
产生单位，禁止将废机油提供给无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法
将废机油交由专门单位，通过专门渠道
处理，以免因废机油的处置不当给生态
环境造成难以修复的破坏。

污染环境，
绝不允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