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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记者从达
州万源市人民法院召开的
新闻通气会上获悉，经最
高人民法院批准，该院已
被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
定为达州市行政案件异地
集中管辖试点法院。2016
年 5月1日开展行政案件
异地集中管辖工作以来，
该院共受理各类行政案件
（俗称“民告官”案件）31
件，同比上升了82%，主要
涉及工伤保险待遇、治安
行政管理、房屋登记管理
等类型案件。目前已审结
29件，结案率为94%。

为“民告官”撑腰
行政首长出庭率已达65%

万源市人民法院创新建立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通知制
度，即向被告的行政首长发送
出庭通知书，使行政首长出庭
应诉成为常态，避免“告官不见
官”的尴尬局面发生。被确定
为达州市行政案件异地集中管
辖试点法院以来，行政首长在
万源市人民法院的出庭率为
65%，案件争议因此得到较好
地化解，原告撤诉案件达 21
件，撤诉率为72%。

除此之外，万源市人民法
院还注重强化司法建议作用。
例如，法院针对何某某等5原告
分别起诉宣汉县社保局支付工
伤保险待遇案件中，该局不答
辩、不举证、不指派负责人出庭
参加诉讼活动的情况，据此向

宣汉县人民政府发出司法建
议，要求对宣汉县社保局主要
负责人依法作出处理。

该建议发出后，引起宣汉县
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该县法制
办主动与万源市人民法院进行
了沟通衔接，书面回复已对该局
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并要求辖
区各行政机关认真做好行政应
诉、举证工作，协助人民法院做
好行政争议的息诉解纷工作。

“来年，我院将继续深入开
展行政案件异地集中管辖工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开展的跨
行政区域集中管辖行政案件工
作提供可复制和借鉴的经验。”
万源市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目前，万源市人民法院
已判决的8件案件中，驳回原告
诉讼请求4件，行政机关败诉4
件，败诉率为50%，相比去年同
期的27.8%有较大提高。

打击虚假诉讼
伪造证据“骗”法院挨罚

近日，万源市人民法院依
法对一起涉及虚构事实，伪造
劳动合同书、工资欠款单等证
据，冒用他人的名义向法院起
诉，套取煤矿关停补偿资金的
11件虚假诉讼案件当事人胡某
进行了处罚。

法院在对何某、胡某等 11
名原告诉被告万源市沙滩镇某
煤厂劳动争议案件的证据材料
进行审查时发现：在案证据的
类型雷同、起诉的劳动报酬金
额过高且授权委托书签名异
常，案件证据存在重大疑点。
为审慎查明案件事实，该院民
一庭成立专项调查小组对该系
列案件进行了调查取证。

调查小组查明：涉案煤矿
已于两年前关停，该煤矿唯一

的财产为暂扣于相关部门的关
停补偿资金 400 余万元，且已
被其他法院冻结。胡某为了以
劳动者报酬优先受偿的名义分
割该煤厂的关停补偿资金，伪
造了多个证据，虚构该11名原
告系涉案煤厂职工的事实，冒用
他人名义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
案涉煤厂支付原告何某、龙某等
工资报酬共计500余万元。

根据查明的事实、证据以
及当事人的认错悔过态度，对
胡某冒用他人名义进行虚假诉
讼的行为，法院依法决定对胡
某罚款10000元。对该系列案
件的诉讼代理人即法律工作者
王某进行训诫、责令书面检讨，
并向其所在行政管理部门出具
司法建议书，建议其加强对法
律服务人员的管理。以上处罚
均已执行完毕。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曾业

12月28日上午，广安
市邻水县芭蕉村小学里，
五年级的同学们正在志愿
者的带领下学习吹口风
琴，银铃般的欢笑声不绝
于耳。为进一步服务好全
县扶贫开发工作大局、服
务好贫困青少年成长发
展，共青团邻水县委围绕

“青春扶贫行动”，组织志
愿者开展政策宣传、助力

“四个好”、“温暖关爱”三
大志愿活动，逐步构建服
务体系，汇聚脱贫攻坚中
的青春力量。

关爱儿童
孩子们获赠图书和书包

“同学们好，我是新来教大
家音乐的李老师……”没等李
敏把话说完，孩子们便响起了
热烈的掌声，他们终于迎来了
人生第一堂真正的音乐课。李
敏是邻水中学的一名音乐教
师，她的另一个身份便是邻水

县团委的志愿者。在她的带领
下，孩子们很快便学会演奏一
首简单的儿歌。

“当你一个人时有陌生人
买东西给你吃，你该怎么办？”
随后，志愿者又给孩子们上起
了安全自护和健康卫生知识教
育课程。课堂上，孩子们积极
踊跃参与到互动环节，在愉快
的氛围中了解安全自护知识，
逐步规范孩子们的行为，引导
他们养成健康、安全、文明的行

为习惯。当天，共青团邻水县
委还为芭蕉村小的 20 名孩子
送上了公益图书和爱心书包。

智力扶贫
开展志愿服务200余次

“此次活动是团县委启动
‘青春扶贫行动’的开端，重点
以帮助关爱贫困留守儿童为
主，用行动向社会传递扶贫济
困、友爱互助的青春正能量。”
共青团邻水县委书记涂渠介

绍，接下来，将开展政策宣传、
助力“四个好”、“温暖关爱”三
大志愿活动，重点以“住上好房
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
形成好风气”为目标。

“我们将组织全县 700 余
名志愿者，开展助残助困、自护
教育、医疗卫生、邻里和睦、移
风易俗等扶贫助困志愿服务活
动。”涂渠介绍，团委还将组织
优秀教师志愿者在边远山区学
校为贫困留守儿童上课，从学
生安全教育等内容入手，促使
学生健康全面发展。

在推动脱贫攻坚中，共青
团邻水县委大力组织青春力量
助力脱贫攻坚。今年以来，共
青团邻水县委重点开展青年创
新创业扶持、号召干部参与结
对子、“温暖关爱”等志愿服务
活动，全县共有 80 名团干部，
直接联系青年人数达 4600 余
人；开展扶贫志愿服务活动
200 余次，帮助困难群体 1500
余户；累计资助 248 余名品学
兼优、家庭贫困学生共计 39.8
万余元。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敬铭
安 摄影报道

广元交警
出台“十条禁令”
确保廉洁过节

华西城市读本讯（柯
林 记者刘彦谷）元旦、春
节即将来临，广元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日前出台“严
禁接受管理服务对象的
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
乐活动安排”等“10 个严
禁”规定，明确对“四风”
问题禁而不绝的特别是
隐形变异的要严肃追责
问 责 ，确 保 廉 洁 过 好 元
旦、春节。

该支队要求各级领导
干部和党员民警牢固树立
政治意识，坚决贯彻党中
央关于从严治党的决策部
署和省委、市委以及上级
公安机关党委的要求，不
折不扣执行中央八项规
定，坚决反对“四风”。切
实遵守纪律规定，严禁用
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
请等拜年活动；严禁用公
款吃喝或违规操办婚丧喜
庆事宜借机敛财；严禁用
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
烟酒、花卉、食品等年货节
礼；严禁将走亲访友、外出
旅游等非公务活动纳入公
务接待范围；严禁公车私
用或“私车公养”；严禁以
各种名义年终突击花钱和
滥发津贴、补贴、奖金和实
物；严禁违规收受礼品、礼
金和各种有价证卷、支付
凭证、商业预付卡；严禁参
与赌博活动；严禁挪用公
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
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
品；严禁接受管理服务对
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
娱乐等活动安排。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曾
业 摄影报道）“等了两年，终于
拿到钱了！”12月28日上午，领
到 113698 元民间借贷款项的
银行支票后，家住达州西外的
何女士对法院的执行干警连声
道谢。当天，通川区人民法院
召开执行工作通报暨“司法大拜
年”执行活动兑换大会，就近期
该院执结的 25 案发放了 27 笔
执行案款，共计8073845.5元。

截至12月26日，通川区人
民法院 2016 年新收执行类案
件 1143 件 ，申 请 立 案 标 的
69816.85 万元，收案数比去年
同期增长 35.4%，结案 1109 件

（其中旧存案件7件），执行到位
标 的 22857.76 万 元 ，结 案 率
97.03%，法定执行期限内结案
率达到了100%。目前，所有执
行案件均按要求完成了卷宗材
料的扫描录入工作。

“对于经济活动频繁的被
执行人，我们实施了‘黑名单’
信用惩戒，震慑被执行人主动
履行义务。”该院新闻发言人陈
南英介绍，从今年 5 月 1 日起，
该院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集中
执行大会战”专项活动，共发布
限制高消费令 498 人，限制出
境47人，拘传600余人次，司法
拘留14人。

达州：“民告官”行政首长出庭率达65%

邻水“青春扶贫”让学生开心过年

通川法院发放807万余元执行款

权利人现场领取执行案款。

孩子们翻看志愿者送来的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