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前集中发放农民工工资

新年伊始，我们向您展示
要要要县法院 2020年工作综述

落实司法改革措施
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完善员额法官动态管理机制袁 有序
退出 5 名员额法官袁增补 7 名员额法官遥
完善专业法官会议机制袁 全年各审执条
线召开专业法官会议 260 余次袁 讨论案
件 1800 余件遥 完善审委会工作机制袁吸
纳年轻业务骨干入会袁充实审委会力量袁
全年召开审委会会议 28 次袁 讨论案件
100 余件袁举行专题学习研讨 8 场遥 将审
判流程节点管理作为提升审判效率的重
要抓手袁 推动全院办案理念和办案习惯
强制转轨遥 逐步推开野无纸化办案冶袁通过
区块链技术将诉讼材料集中电子转化袁
让实体卷宗成功野瘦身冶遥 执行指挥中心
进行野854冶模式迭代升级袁实现野最强大
脑冶和野最强团队冶的有机结合尧线上查控
和线下调查的有机结合遥 推进司法公开袁
裁判文书上网 10447 件袁 庭审互联网直
播 4810 次遥 加快推动新媒体融合发展袁
江苏高院抖音公众号发布射阳法院拍摄
的执行短视频袁 被 600 余名网友点赞转
发遥 通过射阳法院微信尧微博公众号共发
布信息 700 余条袁召开新闻发布会 4 场袁
公布典型案例 11 则遥

在新的一年里袁 射阳法院将以更加
昂扬的精神状态尧更加坚定的使命担当尧
更加务实的工作举措袁 与百万人民勠力
同心袁为书写野争当表率尧争做示范尧走在
前列冶新时代射阳答卷提供坚强保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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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袁射阳法院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袁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
指导袁以野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冶为目标袁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尧三中尧四中尧五中全会精神以及省尧市尧县委工作部署袁聚焦服务保障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野双胜利冶袁聚力做好野六稳冶工作尧落实野六保冶任务袁精准服务高质量发展遥

发挥刑事审判职能

保障平安法治射阳建设

依法判处利用疫情影响实施的诈骗犯罪案件
4 件 4 人遥 利用远程视频审理全省首例销售不符
合标准的医用器材案袁央视新闻尧新华网尧中国庭
审公开网尧交汇点新闻尧智慧盐城等多家媒体尧平
台全程同步直播庭审过程袁 在线观看网友达 220
万人次袁受到各界广泛好评遥决战决胜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袁突出打击重点袁判处涉恶犯罪案件 31 件
75 人袁审结市扫黑办挂牌督办的 3 起犯罪集团案
件袁追缴涉恶财产 126.23 万元遥 推进野六清行动冶袁
开展野黑财清底冶专项执行行动 11 次袁执行到位
130 余万元遥 惩处涉毒品犯罪袁从严判处涉毒案件
24 件 63 人遥 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袁野6窑26冶国际
禁毒日集中宣判 3 起毒品犯罪案件遥 严厉惩治暴
力犯罪袁审结野两抢一盗冶案件 87 件袁判处 98 人遥
严惩安全生产事故犯罪袁 判处重大责任事故案件
2 件 5 人遥 有效维护金融管理秩序袁积极配合野云
剑要要要2020冶行动袁审结电信网络诈骗尧民族资产
解冻等案件 6 件 84 人遥

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

依法服务射阳高质量发展

受理民商事案件 7785 件袁审结 6852 件袁结案
标的额 58.62 亿元袁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遥 妥善
审理婚姻家庭案件袁审结离婚尧赡养尧抚育尧抚养等
案件 1058 件袁保障老人尧妇女尧儿童等特殊群体合
法权益袁维护家庭关系和睦稳定袁倡导文明家庭新
风遥 审慎处理劳动争议案件袁审结涉劳动关系尧追
索劳动报酬尧人事争议等案件 165 件遥平等保护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权益袁依法规范劳资关系袁妥
善化解劳资纠纷袁促成董某等 42 人与某集团纸业
有限公司系列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案达成调解
协议遥审结涉农民工劳务纠纷 118 件袁兑现农民工
工资 426.04 万元袁为农民工周某某追回长达 9 年
的欠薪袁 坚决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遥 审结涉企商
事案件 3242 件袁结案标的额达 52.19 亿元遥 服务
城乡建设袁审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尧建设工程尧
建筑设备租赁等案件 262 件遥 平衡住房市场各方
利益袁审结房屋买卖尧租赁尧安置等案件 158 件遥注
重消费者权益保护袁审结网络购物尧餐饮服务尧居
间合同等案件 1069 件袁 一则案例入选全省法院
2019 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遥 优化法
治营商环境袁审结涉企商事案件 3242 件袁结案标
的额达 52.19 亿元遥 主动开展优化县域法治营商
环境专题调研袁畅通企业市场退出渠道袁审结盐城
海丰船舶制造有限公司尧 射阳银佳棉业有限公司
等破产清算案件 18 件袁安置职工 404 人袁化解不
良债权 10.54 亿元袁盘活闲置厂房 9.25 万平方米袁
清理闲置土地 18.45 万平方米遥 发挥人民法院优
势袁审结农村建房尧土地流转尧相邻权纠纷等案件
2636 件袁成功调解一起涉 44 户土地流转纠纷袁促
进邻里关系和谐尧农村正常生产秩序恢复遥

持续推进执行攻坚

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贯彻落实野三巩固尧三提升尧三强化尧三突
出冶工作部署袁执结案件 4567 件袁向着野切实
解决执行难冶目标前进遥 开展野盐阜春风冶涉
民营企业债权专项执行行动 17 次袁执行到位
金额 8800 万元曰组织服务野六稳冶野六保冶专项
执行行动 15 次袁执行到位金额 4400 万元曰整
体处置天河岛置业有限公司闲置土地使用权
和房产袁保障市尧县重点项目黄沙港特色渔港
小镇建设顺利实施遥 加强同协助单位的网络
对接与信息共享袁 通过信息化手段查询被执
行人名下财产 2.6 万余次袁冻结银行存款尧网
络资金等 9300 万余元遥出台执行指挥中心值
班和备勤管理办法袁 提高执行指挥中心的机
动应急能力遥 严格落实异地执行协作和协同
执行尧同一被执行人关联执行案件集中管辖尧
终本案件提级审批尧野执转破冶等工作机制遥

践行司法为民宗旨

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优化司法便民利民服务袁 找准人民法院
参与社会治理的立足点和结合点袁 积极助力
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遥 主动与社区对接袁组
建法院志愿者队伍深入一线参与防控袁 向社
区捐赠消毒液等防疫物资袁 向居家隔离群众
捐赠粮油等生活物资遥 科级干部下沉挂钩企
业袁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遥组织干警参加无
偿献血活动袁彰显法院人的初心和本色遥加快
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和诉讼服务体系建
设袁主动回应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袁
拓宽人民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渠道遥 创新便
民服务方式袁 满足当事人足不出户司法新期
待遥 深入社区乡村尧学校企业开庭审理案件袁
把法庭设到村部尧厂部尧田头尧码头袁融庭审和
宣教为一体袁让旁听人员参与调解袁做到审理
一案调动一群教育一片遥全年巡回审理 80 余
场次袁观摩群众 1300 余人遥 开展野审判三进冶
野干警进网格冶野让民法典走进千家万户冶系列
活动袁将系列野法治套餐冶送进机关尧社区尧校
园袁送进广大群众心里遥 开展法治大讲堂尧法
治赶大集等活动 100 余场次袁 接受法治宣讲
人数 2 万余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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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立案解民忧,防疫期间野不打烊冶

上门立案打通司法服务野最后一公里冶

召开消费者权益保护新闻发布会

干警深入社区袁协助开展疫情防控工作遥

疫情期间视频开庭审理案件

毒品犯罪案件集中宣判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宣判活动

开展以野与法同行袁感谢有你冶为主题的干警家属开放日活动

法官走上街头开展普法宣传

开发区法庭巡回审理一起房屋所有权确认纠纷案件

院领导受邀为县纪委监委作 叶民法
典曳专题讲座

召开江苏沪泰米业有限公司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常态化开展服务野六稳冶野六保冶专项执行行动 干警重温入党誓词

院领导到挂钩联系企业检查指导复工工作

县人民法院全体工作人员热烈祝贺县人 大 十 五届
政 协 十 三届五次会议胜利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