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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市法院

司法为民 增强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
2018 年受理案件 13548 件，审执结 11645 件，同比分别增长 37%和 34.82%
本报拉萨讯（记者 朱颖）2018 年，拉萨市
坚持司法为民，增强人民群众司法获得
法院以服务和保障社会稳定、高质量发展、打 感。拉萨市法院进一步强化诉讼服务中心功
赢“三大攻坚战”为重点，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 能，深化立案、咨询、调解、接访、流程公开等
出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一站式”服务，当场立案率达 97%，一次性告知
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要求，忠实履行宪法法 补正材料 1000 余件次，及时处理来信和当事
律赋予的职责，不断提高审判质效、队伍素质 人来访近 2 万人次，利用 12368 诉讼服务热线
能 力 和 司 法 公 信 力 ，各 项 工 作 取 得 新 进 展 。 服务群众上千人次；进一步实践多元化解决纠
2018 年，全市法院受理案件 13548 件，同比增 纷机制，两级法院累计与 193 个相关单位对接，
加 3658 件，增长 37%，受理案件量占全区法院 多元化解矛盾纠纷 1476 件。培训基层调解员
总量的 44.55%。审执结 11645 件，综合结案率 300 余人次，指导民间调解组织化解纠纷 400
达 86% ，结 案 数 同 比 增 加 3008 件 ，増 长 余件，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案件 364 件。选派法
34.82%。
官到信访部门主持或参加调解 337 次，以终结
坚持解决执行难题，有力维护法律权威。 方式化解涉诉信访案件 2 件;进一步扩大司法
拉萨市法院全年受理首执、保全、审查类执行 公开和司法民主，充分利用“四大公开平台”，
案 3288 件，同比上升 39.02%，占全区法院的 公开案件信息 103771 件 133.07 万条、生效裁
44%。执结 2685 件，比上年增加 683 件，执结 判文书 8196 份、执行信息 3154 条、失信被执行
率为 81.66%。其中，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 人信息 1331 例，在互联网公开直播庭审 292 场
期限内执结率、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终本合格 次。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 555 件，参审率达
率、执行信访案件办结率、首执案件实际到位 29.3%。选任陪审员 498 名，是法官人数的 2.6
率均达到指标要求，执行到位金额 4.63 亿元， 倍;进一步加大司法救助力度，为经济困难的
3285 名申请人的胜诉权益得到实现。
当事人缓减免交诉讼费 180.05 万元，依法审结

司法救助案件 13 件，发放救助金 73 万余元；进
一步强化司法服务功能。车载流动法庭、
“格
桑花”流动诉讼服务队等办案单元巡回办案
114 件，行程逾 2.4 万公里，将司法服务触角延
伸到乡镇村居、田间地头、群众家里。
坚持深化改革，完善司法体制和机制。拉
萨市法院完成第二批法官入额考核考试工作，
出台并不断完善法官、司法辅助、司法行政三
类人员绩效考核和奖金分配办法，聘用书记员
改革工作有效推进；落实裁判文书签发、审委
会和专业法官会议、院庭长办案常态化等改革
措施，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基
本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目
标。全市法官人均结案 60.3 件，比改革前增加
38 件 ，院 庭 长 办 案 2732 件 ，占 收 案 总 数 的
21%；探索并实践案件繁简分流、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尤其是刑事
诉讼制度、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制度、基本解
决执行难体制机制、人民陪审员制度等多角
度、全方位的审判方式改革，有效提升了审判
质效。

■本报记者 玉珍

守一方蓝天净土 护高原生态安全
——拉萨海关查获小叶紫檀 14 余吨、虎皮豹皮一批，打击走私成效显著
禁止“洋垃圾”入境，建设美丽中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举措。近年来，拉萨海关紧紧
围绕中央部署，提高政治站位，结合西藏区情，将打击“洋垃圾”和濒危物种走私作为工作重点，
认真履职尽责，连续两年开展“蓝天”专项行动，为“守一方蓝天净土、护高原生态安全”作出突出
贡献。

◎讲政治，
精准打击不手软
中央高度关注人民健康，2016 年提出“健
康中国”理念，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拉萨海关始终将落实中央精神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锲而不舍、一以贯之保持打击走
私高压态势，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结合我
区反走私工作实际，深入调查研究，认真部署
落实。近三年来，共组织开展“国门利剑”
“蓝
天”
“ 国门勇士”
“ 扫黑除恶”
“ 融冰”等专项行

动 12 次，全力以赴在樟木、亚东、普兰、吉隆、
拉萨航空、邮递等重点口岸和监管区域，以及
在边境重点非法走私通道、山口，内联外合，严
厉打击濒危物种、农产品、重点敏感涉税商品、
涉枪涉毒走私活动，确保在巩固办案查证率的
基础上提高案件查获率，切实维护国家战略安
全、经济社会平稳运行以及人民群众的身心健
康。

据悉，在近三年的专项打击中，拉萨海关缉
私部门刑事立案 29 起，案值 2500 余万元，抓获
犯罪嫌疑人 43 人，查获走私珍稀植物（小叶紫
檀）14.58 吨，中药材 162.66 千克，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皮 25 张，珍贵动物牙齿 102 颗，珍贵动
物胆 108 个、麝香囊 151 个，此外还查获穿山甲
鳞片，熊掌、藏羚头角、白唇鹿鹿角、鹿茸和疑似
动物骨肉等。

◎促合作，综合治理不松懈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 人民健康是民族
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然而，在经济利
益驱使下，一些不法商人不惜铤而走险，走私
进口“二手翻新医疗器材设备”，对人民群众健
康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2018 年 1 月，根据“蓝天 2018”专项行动部
署，拉萨海关缉私警察经过严密的情报分析，
发现有“二手翻新医疗器材设备”拟通过北京、
上海等口岸流入到西藏自治区。缉私警察积
极采取“合成作战”模式，立即开展联合执法行
动，通过协调西藏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拉萨市卫计委、林芝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林芝市卫计委等相关执法、职能部门，最终

查获涉嫌走私进境临床使用翻新四维彩超机 2
台、手术麻醉机 1 台，案值 200 余万元，斩断了
两条走私链，净化了我区医疗市场，及时阻断
了翻新医疗设备为患者带来的隐患风险，实现
了对走私团伙的
“破网除链”
。
拉萨海关在反走私综合治理中，不仅注重
区内各执法单位联动，同时强化与全国兄弟单
位之间的执法合作。2017 年，拉萨海关缉私警
察通过对在办案件的深挖扩线，发现一条走私
倒卖珍稀动物制品的重要情报，通过对该情报
线索的深挖扩线，发现该犯罪团伙成员通过广
西、云南等边境口岸，把在境外收购的野生动
物制品，走私到河南，并通过微信、QQ 群等渠

为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止洋垃
圾、象牙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入境的一系列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意见》，有效切断“洋垃圾”走私入
境渠道，全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海关总署于
2018 年 12 月部署新一轮“蓝天 2019”专项行
动，拉萨海关即刻落实，出台“蓝天 2019”专项

道进行销售。
由于该案涉及人员多、范围广，拉萨海关
缉私警察充分应用“缉私战区”协作理念，立
即将警情向南阳市森林公安、郑州海关缉私局
进行通报并成立专案组，经过一个多月的秘密
侦查，这伙专业从事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贩卖
的团伙逐渐浮出水面，专案组决定，对这伙嫌
疑人进行抓捕，并同时对位于河南南阳、海南
海口、西藏拉萨的藏赃、销赃窝点进行查缉，
经过河南、郑州、拉萨等地的联合行动，查获
虎皮 3 张，象牙 600 多公斤，以及一批濒危动
植物制品。实现了对该走私团伙的“全链条打
击”。

◎重落实，
高压态势不含糊

确保食品安全
欢欢乐乐过年
图为近日，
检查组在超市检查商品质量等情况。
为进一步落实食品安全责任、推进食品安全工作，保证人
民群众过一个安全快乐的节日，近日，拉萨市城关区农牧局、食
药监局、商务局、卫计委等单位组成的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组，对
城关区辖区的大型超市、餐饮企业进行了专项检查、进一步加
大农产品、食品流通环节,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加工环节的
检查执法力度，
确保市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记者 裴聪 摄

行动方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
导，紧锣密鼓开展专项行动，全方位打击走私
违法行为，全力以赴捍卫高原蓝天，守护西藏
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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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2019年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拉萨讯（记者 王杰学 通讯员 胡俊浩
何宇恒）1 月 29 日上午，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
站 2019 年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总结回顾 2018
年工作，分析判断当前面临的形势，研究部署今
后一个时期工作。
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党委书记袁斌代
表总站党委，围绕改革任务落实落地、边境管控
高压高效、服务发展创新创优、队伍建设向上向
好、后勤保障有效有力五个方面，全面总结回顾
了 2018 年工作，并结合面临的特殊情况和严峻
形势，就扎实做好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作
出具体部署。
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工
作会议、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精神，牢牢把握对
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
求，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牢牢把握国家
安全、边境稳固、队伍稳定的总目标，以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西藏边境和口岸安保维稳工作为
主线，着力在聚焦防控风险、创新边境治理、服
务开放发展、提高履职能力、打牢基层基础上下
功夫，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努
力为西藏长足发展创造安全稳固的边境环境、
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优质高效的通关环境，以
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西藏民
主改革 60 周年。
自治区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西藏出入境边
防检查总站在家领导，所属各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边境管理支队主要负责同志，西藏出入境边
防检查总站机关全体民警参加会议。

法律进民企

我区将建立民营企业
普法联系点工作制度
本报拉萨讯（记者 王杰学）记者近日从自
治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营企
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关于民营企业发展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司法部关于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
法治环境的意见》，贯彻落实区党委书记吴英
杰在自治区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切
实做好“法律进民企”各项工作，提升民营企业
预防风险的能力，我区将建立民营企业普法联
系点工作制度。
据了解，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我区各市地将
迅速建立民营企业普法联系点工作制度，负责
联系本市地民营企业普法日常工作。联系点设
在各市地普法办，实行领导包干制，由普法办主
任担任联系点负责人，普法办业务骨干担任联
络员。
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市
场监督管理、税务、工商联等各相关行业主管部
门将建立本单位民营企业普法联系点工作制
度，联系点负责人由本单位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担任，普法骨干担任联络员。各市（地）、各单位
普法联系点的联络人和联系方式，将以普法联
络手册、便民服务卡等方式，向辖区内所有民营
企业公开，
确保沟通联系渠道通畅。
此外，各普法联系点负责倾听民营企业法
治需求，研究讨论民营企业普法工作举措及问
题难点，统筹安排部署“法律进民企”各项活
动。各普法联系点原则上将每年至少召集一次
联系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也可临时召开联系会
议或部分成员单位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议定
事项，推动议定事项落到实处。重大事项按程
序报同级党委、政府，会议由各联系点负责人主
持。
我区建立民营企业普法联系点工作制度
后，在工作中主要是深入推进“法律进企业、进
商会、进工商联”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创新普法
宣传内容和方式，紧扣重要时间节点开展集中
宣传；通过选取民营企业关注的法律法规或法
律热点问题，宣传民营企业诚信守法典型案例，
不断提升民营企业管理人员法治意识和依法管
理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