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多“司法红利”
——我区法院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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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细落实“暖企”举措
2020年，在法院帮助下，因一起追偿权纠纷案件

饱受困扰的乙钙业公司走出困境。
此前，在新疆某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行

人甲钙业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中，博尔塔拉蒙古自治
州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被执行人是生产轻钙及石灰
的私营企业，因无力经营已将企业转包乙钙业公司。
乙钙业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虽受疫情影响，但很
快复工复产。

一旦对企业采取强制措施，就等于捆住了发展的
手脚，随之而来是生产停工、员工失业等更多新的矛盾。

针对此案，博州中级法院采取“活封”方式，即准
许租赁企业进行加工生产，帮助民营企业渡过难关，
并积极联系双方当事人，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将
所得收入的承包费全部用于偿还申请执行人的债权，
并于5年内全部给付完毕。

去年以来，我区法院依法审慎适用强制措施，不
轻易采取查封扣押方式，不轻易冻结企业基本账户，不
轻易判决解除合同，坚持贯彻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不仅
维护了法律的尊严，还为企业经营发展提供了机会。

企业在爬坡过坎，如何从司法领域优化营商环
境，让更多的企业留得住、发展得好？

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的法治保障和司法保护的目
标，自治区高级法院从“访企”“便企”“护企”上“落
笔”，加强与和工商联、商会的沟通，及时回应企业关
切；开通涉企“绿色通道”，深化“分调裁审”机制改
革，提高办案效率，努力降低企业涉诉成本；妥善处
理涉企产权案件，依法惩治侵害企业和企业家合法
权益的犯罪行为。

数据显示，2020年全区法院审结涉企民商事案件
11.64万件，一审简易程序适用率达 89%以上，平均审
理时间缩短21.6天。通过开通涉企“绿色通道”，2020
年5至10月，全区法院对涉中小微企业诉讼案件优先
立案10539件，优先办理10231件，对确有困难的民营
企业缓减交诉讼费案件870件，共计411万余元。

□本报记者古雪丽

全面依法治疆进行时 推进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

▲

法院定期
“上门”送法，矛
盾纠纷可选择
专业团队调解，

审执案件有“绿色通道”……过
去的一年，我区法院全面落实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推出的服
务保障自治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1＋N”系列措施，充分发挥司
法裁判在营商环境建设中的规
范、指引和推动作用，全面落实
纾困惠企司法政策，通过提办
案速度、降应诉成本、增司法便
利，为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营
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
治营商环境全面发力。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杨舒涵
“刚开始墨玉县人民法院通知我去立案，可把我难

住了！”1月 6日，一起案件当事人滕某在电话中告诉记
者，当时，受疫情影响，他无法到法院完成立案。在法官
的引导下，他通过“新疆移动微法院”在线上传提交诉讼
材料，最终全程依靠互联网顺利办理了案件。

随着司法改革举措的深入推进，墨玉县法院将“新
疆移动微法院”、网上开庭、庭审直播、裁判文书“晒”在
网上等举措运用到审判执行工作中，让群众少跑腿。

墨玉县法院群众服务工作站设在距离墨玉县城4公
里的群众服务中心里。

因借钱给邻村村民，对方迟迟不还，艾合买提·艾山
江上了火，来到工作站“讨说法”。见到一脸怒气的艾合
买提，法官努尔比耶·图尔荪先请他到情绪舒缓室下了
一盘国际象棋。半小时后，艾合买提胜出，心情也随之
平静了许多。最终，在法官的调解下，了解到借款人的
难处，艾合买提主动提出了撤诉申请。

墨玉县吐外特乡是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访惠聚”
工作队的驻地，工作队发挥职能优势，为村民送去一道
道“法治大餐”。2020年4月，由驻村工作队队员、村“两
委”班子成员、村里德高望重者组成的吐外特乡色日克
托格拉克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正式成立。“群众心里有

了疙瘩和不痛快，不用跑法院法庭，到村委会就能协调
解决，省时省力不说，还便于我们做好基层矛盾化解工
作。”墨玉县法院驻色日克托格拉克村第一书记李国兴
说。

如今，以色日克托格拉克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为辐
射，吐外特乡8个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陆续成立，不少基
层矛盾尚处在萌芽状态就被成功化解。

数据显示，从2020年3月28日至12月29日，墨玉县
法院调解案件 1008件，为 16000余人提供法律服务，送
法上门16156户48462人，解决群众困难诉求708条。

从县级法院一站式诉讼中心、群众服务中心设立法
院群众服务工作站到乡镇“枫桥式人民法庭”再到村级
人民调解委员会，墨玉县在不断摸索中形成县、乡、村三
级联动的法律服务圈，便捷法律服务触手可及，人民群
众在司法服务中的获得感不断提升。

墨玉县打造三级法律服务圈

便捷法律服务触手可及

▲2020 年 9 月，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干
警到企业走访调研。（克拉玛依市中级法院供图）

2020年8月，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
萨克自治州分院立案一庭法官通过人民法院在
线调解平台，调解一起涉企案件。

（自治区高级法院伊犁州分院供图）

▲

多元化解推进源头治理
2020年 12月 30日，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王彩霞参与一起重大案件调
解，成功化解了两家企业的矛盾纠纷。

调解中，双方当事人当场达成调解协议，约定分
期支付 4500万元工程款。案件的成功调解缓解了
企业因资金周转困难，员工工资难以及时给付，陷入
经营困境的现状。

事后，原告新疆某环保公司总经理张某激动地
说：“案件顺利调解，为我们减轻了诉累，也最大限度
减少了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为法院点赞。”

2017年 6月，被告新疆某公司将某环保工程发
包给新疆某环保公司施工，双方签订合同，合同总价
1.18亿元。2018年 5月，该工程竣工验收交付使用
后，被告支付工程款7600万元，余款迟迟未付，原告
诉至法院。

案件审理中，被告新疆某公司对工程质量提起
反诉，认为涉案工程质量不合格，请求从工程款中扣
减维修费用。原告认为该工程已经竣工并交付使
用，应当依约支付剩余工程款。

王彩霞了解到新疆某环保公司因资金周转问
题，陷入经营困境后，立即梳理双方争议焦点，耐心
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并为双方提供了调解方案。

最终，双方均认为法院提供的调解方案公平公
正，切实可行，表示愿意作出让步。此案得以顺利
结案。

“面对这类疑难复杂案件，不能一判了事，有时
调解比审判更能达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的统一。”王彩霞说。

2020年以来，全区各级法院坚持把非诉讼纠纷
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主动融入党委和政府领导的
诉源治理机制建设，进一步加强与相关行业主管
部门、行业协会的沟通协作，完善调解与诉讼的有
机衔接，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企业化解纠
纷提供了更多选择。

纾困解难挽救困境企业
破产，于企业而言，有可能是“涅槃重生”。能否

度“危”为“机”，破产审判面临着巨大考验。
在法院受理的众多案件中，一边是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一边是民营企业的生死，如何二者兼顾？2020
年以来，我区法院持续深化破产审判机制改革，对具有
发展前景和挽救价值的危困企业，积极适用重整、和解程
序，盘活市场资源配置，使其恢复生机、重返市场。同时，
综合运用强制清算、破产清算、“执转破”等多种手段，引
导产能落后、经营困难、资不抵债的民营企业依法有序
退出市场，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020年12月，在自治区高级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分院民二庭法官的主持下，债务人新疆某乳业公司
与债权人伊犁某乳业公司在破产审查阶段达成和解，
债务人新疆某乳业公司得以再生。

新疆某乳业公司曾是当地颇有名头的龙头企业，
后因种种原因，尚欠债权人伊犁某乳业公司5600万余
元债务未能清偿。2020年6月，伊犁某乳业公司向自
治区高级法院伊犁州分院申请该公司破产清算，该院
受理了此案。

承办法官对新疆某乳业公司及股东进行了走访调
研，了解到该公司股东希望能继续生产经营，保留该公司
品牌，并有意与伊犁某乳业公司协商解决债务清偿事宜。

该院在破产清算申请阶段积极引导伊犁某乳业
公司与该公司和解，原因在于和解既有利于民营企业
脱困再生，注入新鲜血液，也防止了国有资产流失。

该院党组书记洪流与伊犁某乳业公司、伊宁市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公司股东进行沟通协调。经过多
方努力，2020年 12月 3日，该案以第三人（公司股东）
担保清偿债务的方式达成和解，实现债务人与债权人
利益共赢，使企业得以脱困再生。

助企业纾困解难、激发市场活力、维护社会大局稳
定，我区法院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为
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据统计，2020年，全
区法院审结清算重整案件 82件，盘活资金133.1亿元。

投稿信箱：xjfzbt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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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省部级主
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专题研讨班11日上午在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开班。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
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进入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进入新发
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
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
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
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要深入学习、
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准
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
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十四五”
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主持开
班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
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国家副主席王
岐山出席开班式。

习近平指出，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
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
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
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
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
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
发展阶段。作出这样的战略判断，有着
深刻的依据。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
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
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
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
越的新阶段。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
是改革开放 40多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已
经拥有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

的雄厚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不久，我
们党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目标，未来 30年将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
宏愿的新发展阶段。

习近平强调，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
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
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
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
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
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
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
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
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
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
求。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
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
心和信心所在。同时，必须清醒看到，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发展仍然
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
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
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全党必
须继续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调动一切可
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全力办好自己的事，锲而不舍实
现我们的既定目标。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
理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回答好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
重大问题。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
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
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
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党对经济形势进行科学判断，对
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
念，对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时调整，其
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引导
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
了历史性变革。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
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
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
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
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
治问题。

习近平指出，全党必须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一是从根本宗旨
把握新发展理念。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
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
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
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
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
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实现共
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
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要统筹考
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循序渐进，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
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是从问题
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我国发展已经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根据新发展阶段
的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更加精准地贯
彻新发展理念，举措要更加精准务实，切
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真
正实现高质量发展。三是从忧患意识把
握新发展理念。 （下转2版）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记者从日
前召开的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上获
悉，司法部今年将着力推进法治政府建
设，在今年年底前，要推动中央和国家机
关以及县级以上地方党政机关普遍开展
公职律师工作，推动国有企业深入开展
公司律师工作。

中共中央日前印发的《法治中国建
设规划（2020－2025年）》明确，要建设
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深入推进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司法部要求，

各地要全面准确贯彻法治建设规划纲
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切实
落地落实落细。

根据司法部的部署，在第一批全国
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和项目的做法经
验基础上，今年将启动第二批示范创建
活动，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率先取得突破。

此外，要加强对“放管服”改革措施
的法制审核及有关法律问题的协调，持
续推进“减证便民”，督促指导各地区、各
部门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在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方
面，今年要加大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力度，
推动深化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全力
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推
进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的行政执法协调
监督工作体系建设，切实提高行政执法
的规范化水平。

司法部还要求，进一步强化执业监
管，深入开展律师、公证、司法鉴定领域
法律服务队伍专项教育整顿，促进服务
机构和从业人员规范执业。

1月11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
班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1月11日发

法治政府建设有了新要求
今年党政机关将普遍开展公职律师工作 为企业发展创造

更多“司法红利”
——我区法院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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