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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口法院困则思变，内部变革摸索出办案新途径

成成立立法法官官工工作作室室，，33类类案案件件专专人人专专审审

法官名字命名工作室，

3类案件由专人专审

3月9日，三八节的节日氛
围还没散去，龙口市人民法院

“刘伟法官工作室”里，桌上的
鲜花还十分娇艳。4位工作人员
两两对头办公，有的打电话，有
的看材料，大家分工明确，忙而
不乱。

4位工作人员分别是1名法
官、2名法官助理、1名书记员，
这就是该院法官工作室的基本
配备，而像这个规模体量的工
作室还有4个，而且都是以法官
名字来命名。袁娜法官工作室、
刘伟法官工作室，在法院的走
廊里，这几个挂牌的名字非常
显眼。

法官工作室的最大特点是
专人办专案。法院将交通肇事、
离婚和商品房买房案件进行适
度归集，每个工作室专门办某
一类的案子。

为何将这3类案件归集？龙
口市人民法院院长杜纪挑说：

“这3类案件占全院民事案件总
数的50%左右。审判难度不大，
本着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原
则，使大量案件在最短的审理
期限内取得最佳的审理效果。”

刘伟法官告诉记者：“以
前，一个交通肇事案件的审结
周期在2个月左右，现在最快5

个工作日便可以结案了，上个
月我们工作室就结案82件。”

记者恰巧遇到了一起交通
事故损害赔偿案的当事人杨文
凯，他说：“案子是2月26日来立
的，今天(3月9日)领到了被告
的赔偿款，双方都挺满意的。”

一门心思只干一件事，法
官的效率提高了。据了解，这几
个工作室每月结案数量都在70
件以上，自2016年4月起，5个工
作室年结案近3500件。

法官从琐碎的日常中

解放，由杂家变专家

据记者了解，在没有成立
法官工作室时，法官的工作效
率是相对低的，“以前每个月审
结案子也就10多件，现在我们
集体办案，效率高了很多。”刘
伟告诉记者。

为什么前后审结案件数量
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刘伟向记
者道明了原因。

她说：“以前我的工作相对
十分杂乱，既要质证，又要开庭
下传票，还要负责裁判文书的
起草。比如，以前传票送达就要
我自己跑腿，判决书经常是挤
出时间来写，经常是很多案子
判了，判决书却没有时间写。有
了法官助理，我省去了很多流
程，两名法官助理负责了证据
交换、庭前质证、草拟裁判文书

等工作，书记员承担了庭审记
录、卷宗等事务性工作，现在我
只负责开庭和写判决。”

“以前在民三庭时，除了审
理婚姻家庭纠纷外，还要审理
其他各类民事案件，再加上案
件难易程度不同，很难静下心
来研究某类型案件，现在我只
审婚姻家庭纠纷，这样就能吃
透相关法律法规、精心钻研典
型案例，可以说是从‘杂家’变
成‘专家’了。”袁娜法官工作室
主审法官袁娜说。

这样一来，借助固定的审
判组织和人员进行专业化、精
细化审理，为法官发挥其司法
智慧、做出正确的裁判提供优
化的程序条件，各成员间的高
效合作提高了团队的整体效
能，他们笑称这样的组合工作
效果1+2+1>4。

简案少数人办，难案多

数人办

龙口是历史上的富足之
地，现有户籍人口63万，县域经
济实力雄厚，在烟台乃至全省
都是发展的“排头兵”，这里交
通发达，商贾云集，人们思想先
进，民间纠纷往往先发于外地。
纠纷没有化解之地，最终只能
堆积到法院要公平，最终导致
了法院案件数量的激增。

龙口法院院长杜纪挑介

绍：“我们的这个新尝试，完全
是被逼出来的，可以说是穷则
思变、困则思变。”

杜纪挑口中的“穷”“困”确
实是一些现实问题。首先是人
员的“穷”。据了解，龙口法院现
有134个人，再过几天就只有
131人了，因为那3个人到了年
龄，该退休了，像这样的人员流
失，是基层法院这些年来一直
难以解决的难题。

虽然人少了，但是案子却
在增多，这么多的案子就是

“困”，这怎么办？案子办得慢
了，就挤成了疙瘩。

杜纪挑又说道：“还有一个
现实问题是，有的人还没有审
判资格，但是完全具备了办案

能力，这部分人怎么用？我们尝
试一下吧，组建团队办案，这个
实践早在2014年初就开始了。”

慢慢地，实践出来效果了，
但是这个团队将来具体是怎样
一种工作模式，杜纪挑脑子里
的概念还是模糊的。但是，经过
长时间的磨合，组建专业化审
判团队的思路就越来越清晰
了。2016年4月，3个法官工作室
成立，效果很好，4个月后，又新
增了2个。

“就是要简案少数人办，难
案多数人办，效果好极了。”当
初困扰杜纪挑的难题，现在越
来越简单了，她这样说道。

去年一年，龙口法院的审
结案件已经达到了1 . 1万余件。

本报记者 张琪

“以前，一个交通肇事案件的审结周期在2个月左右，现在最快5个工作日便可以结案了，上个月我们工作室就结案82件。”龙口市人民法院主审

交通肇事纠纷的法官刘伟说。这一切变化来源于龙口法院的一个内部变革，成立专门的法官工作室，该院半数以上案件件，现在由专人专办。

法官刘伟正在工作。 本报记者 张琪 摄

盗盗贼贼入入室室偷偷走走价价值值4400余余万万的的名名表表
牟平警方破获连环盗窃案，抓获10名犯罪嫌疑人

本报3月14日讯(记者 闫丽
君 实习生 韩玉 通讯员
贺宝璇 徐付彪) 2个80后、8个
90后，10天时间3次入户盗窃，涉
案价值数十万元……14日，记者
获悉，牟平警方成功破获一起连
环入室盗窃案，抓获嫌疑人10
人，他们曾多次流窜浙江等省实
施盗窃，2月7日到达牟平区，2月
23日就被抓获，来牟平仅16天。

今年2月9日，牟平区文化
路派出所接到报案称，西关居
民区一户居民家中发生入室盗
窃，丢失一块百达翡丽名牌手
表，价值近40余万元。

2月15日，文化路派出所辖

区内又发生一起入室盗窃案。
一小区4楼一户居民家被盗3 . 6
万余元现金以及部分物品。初
步侦查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攀爬
天然气管道实施盗窃的，身手
矫健且为团伙作案。

牟平公安分局立即抽调警
力，成立连环入室盗窃案调查
小组。调查小组成立后不久，入
室盗窃案又发生了。盗窃团伙
把作案地点又选在了西关的一
居民小区，同样是通过爬阳台、
天然气管道实施入室盗窃的。

在连续多日的侦查后，民警
终于发现了该犯罪团伙的落脚
点——— 高新区的王家沙子村。

23日凌晨1点，专案组民警
按照原先制定的计划，分批次
潜入嫌疑人的住所，当场抓捕
犯罪嫌疑人10名，搜查出现金
1 . 3万余元、13部高档手机、2块
名贵手表、贵重首饰若干、名牌
皮包数只。

该团伙对8起入室盗窃行
为供认不讳。据介绍，10名犯罪
嫌疑人10人均来自南方，其中，
8个人是90后，曾多次流窜浙江
等省实施盗窃，今年2月7日到
达牟平区，2月23日就被抓获，
来牟平仅16天。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审
理中。

恒恒丰丰银银行行蓬蓬莱莱支支行行

开开展展防防诈诈骗骗集集中中宣宣传传活活动动
本报讯 在“3 . 15”消费

者权益日来临之际，恒丰银
行蓬莱支行将利用一周的时
间，采取在网点设立宣传台
和深入街头、社区、商圈等形
式开展防诈骗集中宣传活
动。

2016年度，蓬莱支行就
先后遇到10余起因受短信诈
骗事件前来取款的客户，但

都被工作人员成功劝说，为
客户挽回了近百万元的损
失。下一步，蓬莱支行将以更
灵活的宣传形式，持续推进
防电信网络欺诈宣传工作，
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构筑
起防电信网络诈骗的第一道
防线，以此保障金融消费者
的财产安全。

(通讯员 李玲 王静)

不不孕孕不不育育专专家家坐坐诊诊问问答答
输卵管堵塞靠吃药能好吗？

“很多患者都是外地的，来
烟台一次也不容易，光路费少
不了花个千儿八百的，所以，我
能帮助多少，就会尽力帮助多
少，再者，现在先网上或电话咨
询，再有目标就诊，也逐渐成为
一种新的就医模式。”烟台送子
鸟不孕不育医院专家王文卿
说。

浙江温州网友电话咨询
称，她结婚3年一直没有怀上孩
子，后来前往医院检查被诊断
为输卵管堵塞，她想请问能否

通过吃药进行治疗？
王文卿专家解答：输卵管

堵塞一般分为输卵管通而不畅
和输卵管完全性堵塞两种情
况。如果出现输卵管通而不畅
的情况，可以通过用药物治疗
和配合一些仪器进行治疗，达
到疏通的目的。如果输卵管出
现完全性堵塞，就要考虑用微
创手术治疗。而完全性堵塞一
般又分为输卵管近端堵塞、远
端堵塞及全程堵塞三种情况。
这个需要明确诊断后，才能根

据你的具体情况，选择极适合
的治疗方法。所以，具体您是属
于哪种情况，还有你现在的输
卵管的活性和弹性，需要在看
到你的检查结果和你的实际情
况来诊治。

这期的不孕不育问答到
这里就结束了，假设您也有不
孕不育相关的困惑，可通过
6666120电话咨询送子鸟不孕
不育专家或到院咨询：烟台市
芝罘区南大街139号(御金台
西侧)。

老老人人怕怕手手术术，，前前列列腺腺增增生生拖拖成成肾肾积积水水
“新安2微米”不开刀轻松破解难题

“年龄大了，总觉得做手
术要大伤元气，怕术后恢复
成问题。没想到前列腺增生
拖成了肾积水！”近日，75岁
的孙大爷因为小便解不出来
被家人送到新安男科医院，
检查发现患有肾积水。

“前列腺增生是老年男
性很常见的疾病，人人都知
道前列腺增生会导致排尿困
难，但严重的前列腺增生也
会导致肾积水、乃至肾衰
竭，就不被广大市民所了解
了。”接诊的新安男科医院
业务院长赵万友教授说，孙
大爷的肾积水是由于前列腺
增生引起。前列腺增生会导
致膀胱出口梗阻和膀胱功能
活跃，膀胱长年累月地加速
收缩就如同机器的过度使用
会加快损耗，出现膀胱功能
衰竭，进而导致残余尿增多

和肾积水。
赵院长向孙大爷推荐了

新安男科医院独家引进的欧
洲原装“2微米激光系统”，该
系统采用一根直径0 . 3毫米
的光纤，在膀胱尿道镜直视
下通过患者的尿道到达增生
前列腺处，这时波长仅为2微
米的激光去除增生组织，对
周围正常的小腺管和软组织
都无伤害，术后没有并发症，
5天左右就能出院，而且无后
遗症。手术由原北京301泌尿
外科主任曾祥福教授亲自操
作，安全可靠。

孙大爷欣然接受了手
术。“术中术后，真的没有什
么痛苦，术后当天就能下地，
要是早知道有这样的好技
术，我早来治疗了！”孙大爷
对手术很满意。咨询电话：
299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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