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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玉环 APP”今日玉环数字报

打开电脑，在线查阅案件材
料；动动嘴巴，语音“唤醒”庭审
证据；轻点鼠标，一键生成法律
文书；勾勾选项，电子卷宗秒变
电子档案……这些审判实务和
信息化手段高度融合带来的新
变化，已成为市人民法院法官工
作的日常。

诉讼文书送达平均天数从
8.6天降到 1.5天，案件审理平均
天 数 从 79.32 天 降 到 27.12 天
……近年来，市人民法院围绕省
高院提出的“最多跑一次，最好
不用跑”诉讼服务理念，继续推
进“智慧法院”建设，率先在浙江
省构建起一套涵盖自助立案、电
子送达、智能庭审、一键归档的
全流程网上办案新模式，交出了
一份又一份践行“最多跑一次”
的良好成绩单，真正实现老百姓
打官司少跑腿。

全流程网上立案

快速便捷“零跑腿”
近日，市海天法律服务所的

法律服务工作者伍斌走进办公
室，打开电脑登录网上立案平台，
将前一天准备好的 15个追索劳
动报酬纠纷相关立案材料一并上
传，仅10余分钟，所有材料提交完
毕，成功立案。

“以前立案都要亲自跑法
院，不仅要排队，还要准备一大
摞的诉讼材料，浪费时间浪费纸
张，现在可以网上自助立案了，
只要上传的电子材料清晰，就可
以无纸化立案，相当便捷。”伍斌
告诉记者，自己从事法律服务工
作已20多年，平常接收大量的民
商事纠纷案件，自从法院推出网
上立案服务后，立案环节他几乎
就没再到过法院了。

立足“智慧法院”建设，市人
民法院以电子卷宗随案生成与深

度应用试点为契机，全面推广网上立案，畅通网上缴费渠道。只要
群众在网上提交的起诉材料符合规范，就无需再提交纸质材料或到
法院办理手续，实现立案“零跑腿”。

“在网上立案以前，我们这里平均每天都要接待十多位当事人，
立案手续也十分繁琐。自从实施网上立案后，我们一审民事案件的
网上立案率现已达到84.16%，当事人无需到法院就可以将所有材
料从网上传递，助力‘零次跑’。”市人民法院立案法官谢定煌说。

全案卷宗电子化 打造司法资源库
提及案卷归档，很多人可能还停留在一摞摞纸质材料先敲章

后存档的传统印象，现在，市人民法院推行的智能卷宗系统让眼前
一亮。

“说起来有些简单，就是把原本打印的案件起诉书、审判书等
做成电子版，然后分别通过邮件、网上推送等方式传给原告、被
告。”市人民法院审管办副主任应一豪坦言，但事实上，这件事操作
起来，一点都不容易。

最实际的，就是案件卷宗的法律专业性，限制了它们电子化的
进程。“做数字化技术的专业人员，他们有能力做出相应电子化的
软件，但他们不懂法律专业，就没办法把卷宗中最核心的要件提取
出来。”应一豪说，这就需要审管办的人做专业的“翻译”，“我们把
最专业的法律诉求用通俗的话表述给程序员，他们再按照我们的
要求，把这些卷宗最终电子化。”

有了新技术，还要去靠实践证明它的价值，这个过程同样曲
折。市人民法院负责档案工作近10年的王俊琴回忆道：“之前，我
们也觉得新开发的功能华而不实，但在使用过程中被‘圈粉’了。
在以前，光是存放档案的库房我们就不知道扩充了多少次，还要采
购设备给库房降温、除湿……如今，电子档案迎面而来，纸质档案
做了精简改革，同时也有效缓解档案库容压力。”

据悉，自案件归档方式改革的试点工作开展以来，该院共生成
电子卷宗 4.6万件 127万页，其中程序性签章文书生成超千万页，
仅耗材投入上节省了百万元。

全方位智能服务 开启减负加速度
“打开起诉书！”在一起涉28名被告人的重大涉黑案件庭审现

场，随着市人民法院法官的话音刚落，法庭内的5个大屏幕就闪现
出该案的电子卷宗信息。

“过去，像这样的刑事案件，纸质材料往往堆积如山，阅卷只能
依靠人工，现在所有案件材料的电子信息都在电脑上自动分类，一
目了然，而且还能检索，案件审理的各个环节都像按了加速键。”市
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林新艇对电子卷宗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

除了在庭前庭后帮助法官智能阅卷，电子卷宗和语音识别技术
相结合还产生了新的“火花”，让法官和书记员们也迅速“路转粉”。

庭审记录改革初期，语音转文字识别率往往较低。如今，电子
卷宗系统具备同步卷宗热词功能，整体识别率高达90%以上。“即
便是 28名被告人的大案，也不用担心庭审时间过长自己会走神，
法庭还配备了多路话筒，每个人说话都能互不干扰，也不会发生笔
录文字会串在一起的问题了！”书记员叶冰洁说。

“为法官和当事人提供便利，为法院司法新模式奠定基础，这
是我们推进‘智慧法院’建设的初心和使命所在，我们将继续推进
法院信息化建设，打通全流程网上办理的‘最后一公里’。”市人民
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郑建敏说。 林俐 林斌辉刘竹柯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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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11日下午，玉环在
沪人才联谊会举行第四届第三次会
员大会。

市领导周阳、郑志源、陈云岳、
陈茂荣到会祝贺。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阳在讲
话中，对在沪人才联谊会及各位乡
贤过去一年对玉环发展作出的贡
献表示感谢，并致以诚挚的问候。
周阳说，过去一年，玉环扶工助企

依旧给力，交通短板再获突破，转
型升级高歌猛进，民生福祉不断增
进，各项经济社会发展事业取得了
许多不俗的成绩。刚刚召开的市
委第十五届四次党代会描绘了“打
造浙东南地区重要发展极”的宏伟
蓝图。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全体
玉环人的共同奋斗，也需要在外乡
贤尤其是在沪人才联谊会的鼎力支
持。

周阳希望，联谊会要不忘桑梓，
回报家乡，继续服务好会员，始终把
服务乡贤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全力搭建乡贤共同发展、合作共
赢的平台，当好广大乡贤的坚强后
盾。要继续推介好家乡，当好在沪
的“玉环大使”，讲好“玉环故事”，特
别是积极推介玉环的投资环境和优
惠政策，推动更多的资本回归、项目
回归、技术回归。要继续发挥好优

势，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
优势，帮助玉环接轨上海、融入上
海。

玉环在沪人才联谊会会长孔六
梅在会上致欢迎辞。

会上还播放了玉环城市形象片
《相约玉环·遇见美好》；有关嘉宾作
了主题演讲；会员们还表演了精彩
的文艺节目。

（董伯志）

周阳勉励玉环在沪人才联谊会

为发展添砖加瓦共建新时代美丽玉环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杨良强带领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城建集团、
市交投集团等相关部门负责
人，对城区及部分高速口春节
景观布置情况进行检查。

据了解，我市 2020年春节
景观布置以“金鼠报春、金鼠送
福、金鼠呈祥”为主题。

在西青岭隧道、黄泥坎隧
道入城口，以文旦为原型制作
的小品引人瞩目。杨良强指
出，在春节氛围小品布置上，不
仅要突出年味，更要突出“玉环

味”，在喜庆的氛围中彰显玉环
传统文化特色，体现玉环文化
内涵及人文风采，让在外打拼
的人踏进玉环就有“家”的感
觉，也让老百姓感受到美丽玉
环的品质生活。

“这个景观布置得好，既大
气又节俭。”在省交通集团乐清
湾高速芦浦收费站，杨良强对
该区域的景观布置给予了充
分肯定。收费站路口“2020祖
国你好！”“奋进新时代，建设
美丽玉环”等标语结合乐清湾
大桥、月环桥等“玉环地标”，

做成了景观小品，既有辞旧迎
新的喜庆，又传递着浓浓的爱
国情、家乡情。

检查中，杨良强要求，施工
单位要紧盯节点赶进度，抢抓
工期抓落实，保质保量完成春
节氛围营造工作。相关部门要
加强管理，尤其是加强道路两
侧及周边环境洁化、美化工作，
同时要紧绷安全弦，把安全责
任落实到春节景观布置工作的
方方面面。

（王敬 金烨鹏）

市领导检查春节景观布置工作

精心布置营造“玉环味”

本报讯 今年我市烟花爆竹的
燃放时间为 1月 18日零时至 2月 8
日24时。昨天下午，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杨良强带领市公安局、市应急
管理局、市联创办、市供销社等相关
部门负责人，深入我市烟花爆竹仓
库及各地零售点，实地督查烟花爆
竹安全管理工作。

在楚门镇龙攻门烟花爆竹零售

点，杨良强仔细检查仓库及周边安
全设施配备和烟花爆竹堆放是否存
在码垛超高、垛距不足、烟花与爆竹
混存混放、超范围存储等情况，详细
了解人员值班、产品流向登记等工
作。杨良强叮嘱相关负责人，要紧
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时刻敲响安
全警钟，从细节做起，严格规范仓库
货存与装卸等环节，落实各项安全

检查及监控措施，严禁超量储存、混
存混放、超许可范围经营等违规行
为。

“每个仓库配了几个灭火器？
相关人员都会正确使用吗？”在各烟
花爆竹仓库及各地零售点，杨良强
还重点检查了消防器材配备是否到
位和各项安全制度执行情况。在楚
门能山湾烟花爆竹仓库，杨良强还

现场要求仓库管理员操作灭火器，
确认其能够熟练掌握灭火器的使用
方式后，他才放心离开。

检查中，杨良强指出，春节期间
烟花爆竹销售管理工作任务艰巨，
各经营单位要进一步提高安全认
识；各职能部门要强化职责、加强管
理、合力推进，确保群众过一个祥
和、平安的幸福年。（王敬 金烨鹏）

市领导督查烟花爆竹销售管理工作

1月13日
▲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监委代主任曹英姬检查楚门
镇消防安全。

▲副市长王超参加 2020
年节日保健康“蓝盾护卫”整
治行动启动仪式。

▲副市长徐锡宏检查大
麦屿街道节前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 昨晚，2020年“清扫盗
抢、清除隐患、守护平安”全民大行
动暨平安大巡防在玉环大剧院前广
场启动。这为巩固“无盗抢城市”创
建成果，维护岁末年初社会稳定、营
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吹响了集结
号。

市领导阮聪颖、柯寿建、陈云

岳、池涛、陈茂荣等参加启动仪式。
“现在我宣布，玉环市 2020 年

‘清扫盗抢、清除隐患、守护平安’全
民大行动暨平安大巡防启动！”市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阮聪颖的话音
刚落下，广场上顿时警灯闪烁、警笛
长鸣，来自市级机关各单位的工作
人员、公安干警、村居（社区）干部群

众以及阳光、海韵、红豹救援队代表
等立刻进入各自负责区域，开展为
期近1个月的平安大巡防活动。

过去一年，全市上下居安思危
抓牢平安，踏石留印守护平安，通过
开展平安大巡防等行动，取得平安
建设良好成效。为进一步推进“平
安玉环”建设，动员全市广大干部群

众共同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2020年我市开展以“清扫盗抢、清除
隐患、守护平安”为主题的全民大行
动，确保全市社会治安形势继续保
持良好态势，倾力打造平安玉环“升
级版”。

市委常委、常委副市长柯寿建
在启动仪式上要求，各乡镇（街道）、
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意识，第一时
间部署任务，最大限度地整合利用
各方力量，深入开展好大行动、大巡
防工作；要根据属地辖区的地理特
点和治安实情，定人、定区域、定任
务，实打实地开展巡逻；要加强安全
监管，落实安全责任，全面开展安全
生产大检查和重点领域、重点行业
安全隐患大整治；要充分利用宣传
平台，丰富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
度，切实营造严打整治、严管严防的
强大声势，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各
类刑事发案和安全隐患。

启动仪式上，玉城街道、市应急
管理局、市公安局作了表态发言。

当晚，阮聪颖等市领导一行还
检查了玉城街道李家小区居住出租
房，前往市客运中心前的余家桥、沿
海高速玉环收费站入口处等卡点亲
切慰问公安干警，叮嘱他们要以严
之又严、细之又细的举措做好治安
防控工作，同时要注意自身安全，尽
心尽力守护玉环平安。

（罗俊 梁裕哲/文 陈灵恩/摄）

“清扫盗抢、清除隐患、守护平安”全民大行动暨平安大巡防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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