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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
要组成部分，打击金融犯罪、防
范金融风险是维护金融安全的
基本手段。

杜集区人民法院自 2018
年 10 月成为全省首家金融案
件集中管辖法院以来，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发展的
重要论述，以“公正、高效、集
中、便捷”为目标，将集约化管
理与专业化审判相结合，实行
金融案件集中立案、集中审
理、集中执行的一体化服务，
为金融发展搭建专业化司法
服务平台。

据统计，截至发稿时，全院
受理金融审判案件 619 件，结
案率 80%，结案标的额 4.58 亿
余元，案件调撤率达 77%，一审
服判息诉率为 99.6%。共受理
涉金融执行实施类案件 148
件，标的额 1.58 亿余元，结案
率 62.2%，结案标的额 1460 万
余元。

我市司法改革的重要创新

举措

全市金融案件由杜集区
人民法院实行集中管辖，是淮
北两级法院推进司法改革的
重要创新举措，我市对此高度
重视。

6 月 27 日下午召开的全
市金融发展与案件审判座谈会
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朱浩
东充分肯定了市两级法院贯彻
落实中央精神、市委市政府决
策部署，将服务实体经济、防范
化解金融风险迅速落到实处。
朱浩东同时也指出，淮北经济
运行稳定，总体风险可控，发展
潜力较大，全市各金融监管部
门、银行业金融机构要进一步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以此次
“金融发展与案件审判” 座谈
会为契机，强化“银法互动”，
降低不良资产量，提升财产处
置变现效率，实现金融债权顺
利回收，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
构自身都要强化金融风险意
识，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
力。

金融法庭是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的重要渠道。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余跃武多次实地
调研指导，对杜集区人民法院
金融法庭选址建设、人员配
置、案件流程等工作亲自部
署、安排。相关副院长、民二庭
负责人也多次指导金融审判
工作，积极帮助解决出现的新
问题新情况。

杜集区委、区政府也大力
支持法庭建设，充分重视银行
业金融机构对金融审判工作提
出的意见、建议，建立完善征信
系统，不断提升杜集区服务全
市金融，强化金融风险防控能
力。

据了解，目前杜集区人民
法院正在积极筹建法庭新址，
已为法庭选址在光明路东侧区
文化馆旁。

金融审判团队专业化高质

量便民服务

杜集区人民法院以金融法
庭建设为契机，今年 2 月组建
了金融审判团队，团队以员额
法官为核心，实行“2+1+4+2”
模式（即 2 名员额法官、1 名法
官助理、4 名书记员以及 2 名
法警），有女干警 7 人，成员间
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确保高效
有序运转。

在今年执行案件实行团队
化办案后，全院将金融执行案
件全部归入有财产执行团队，
并由 1 名业务能力强的员额法
官带 1 名法官助理、1 名书记
员集中办理，确保案件统一、及
时执行。

在积极筹建法庭新址的同
时，杜集区人民法院充分利用
现有场所开辟金融审判专区。
在办案用房紧张的情况下，对
北楼审判区一楼进行改造，划
分了金融诉讼服务区、审判区、
执行区，总面积 430 余平方米。
金融审判团队、执行团队集中

办公，与金融机构全方位对接，
实行立案、审判、执行集约化处
理、一站式服务。

诉讼服务区实现 WiFi 全
覆盖。提供民事起诉状样式供
当事人免费查阅，制作举证材
料要求、立案及财产保全所需
材料的温馨提示向当事人告
知。公开联系邮箱，快速传递信
息，听取当事人意见建议。

与此同时，开通保全绿
色通道，对金融机构要求采
取诉前或者诉讼财产保全措
施的，不要求提供担保；对提
供的财产保全线索，金融审
判团队作出保全裁定后，及
时移送执行团队进行查封、
冻结。据统计，今年已受理诉
前财产保全案件 44 件，均当
日立案、作出保全裁定并及
时移送执行。

集约化管理专业化审判相

结合

杜集区人民法院以集约式
和要素式工作模式为抓手，统

一工作和裁判标准，做到了集
约化管理专业化审判有机结
合。

实行审判流程管理的集约
化运行方面，通过审判流程无
缝对接、团队内相互配合，实现
类型化金融案件全程快速推
进。今年以来，李跃文法官已受
理案件 180 件，审结 150 件，安
静法官受理 240 件，审结 195
件，收、结案数分别位居全院前
两位。

实行要素化审判方面，根
据案件特点制作案件要素表
样本，当事人通过填写要素表
即可快速诉辩，法官通过要素
表准确理清案件事实，有效提
升审判效率。目前，已采用要
素式审判方式审结案件 103
件，平均庭审时间 15 分钟，最
快的仅 10 分钟。根据案件要
素表 100%适用简化裁判文
书，判决书较之前精简了 50%
左右。

推进案件繁简分流方面，
坚持“简案快审快结，繁案精
审精结”，对适用小额程序和

简易程序快速审理的案件，尽
量做到“当庭宣判、当天送达、
快速结案”；对适用普通程序
审理的案件，则依法适用最低
举证期限，尽量缩短案件审理
周期。

安静法官仅用时 1 个工
作日即完成了 50 件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案件的集中、批量审
理，并全部调解结案。高效的
审理模式获得金融机构充分
肯定，两家金融机构送锦旗致
谢。

杜集区人民法院还以提高
纠纷化解实效为目标，金融审
判实现立案快、送达快、审理
快、结案快、协调快等“五快”。
如依托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实
现法官智能化办公，案件平均
审理天数由 21.8 天缩短至
13.4 天。

值得一提的是，法院坚持
将金融案件专项执行作为一项
常态化工作来抓，执行团队安
排专人对金融案件进行“点对
点”“总对总”高密度、大范围
查询，确保第一时间获知被执
行人财产状况，并及时有效地
对财产进行控制。

坚持以网络拍卖为原则、
以传统拍卖为例外，全力推进
网络司法拍卖工作，用好执行
网络询价系统，并将部分司法
拍卖辅助事务外包，缩短拍卖
周期，提升财产处置变现效率。
通过推广悬赏举报措施，落实
拘留、限制高消费、通报失信名
单等措施，增强执行威慑力。用
足用好司法强制措施，2018 年
以来通过公安机关协助查找、
拘留 70 余人，以打击拒执罪移
送公安机关 4 件 6 人，4 人被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效彰显
法治权威。

在 2019 年“江淮风暴”春
季统一行动中，开展“相城惊
雷” 涉金融案件专项执行行
动，出动干警 28 人，办理案件
14 件，成功查找 5 案 5 人，达
成和解协议 4 件，执行到位金
额 36.5 万元。

本报讯 今年以来，淮北
银保监分局紧紧围绕中国碳
谷·绿金淮北战略，加强统筹调
动，强化监管引领，信贷投放进
一步增加，民营企业、小微企业
服务质效进一步提升，银行业
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不断提
高。

淮北银保监分局采取监
管约谈、通报、走访等多项措
施，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
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增加有效
信贷投放。至 3 月末，全市银行
业各项贷款余额首次突破

1000 亿元大关。至 5 月末，各
项贷款余额 1017.26 亿元，较
年初增加 84.38 亿元，比去年
同期多增 60 亿元，贷款增速
9.05%，高于去年同期增速 6.23
个百分点。

信贷投放快速增加的同
时，普惠金融不断推进。淮北银
保监分局先后开展银行业提升
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
效行动、银行支持民营企业小
微企业“便捷获得信贷”专题
活动，督促银行业增加民营企
业、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切实提
高普惠金融服务质效。联合市
地方金融监管局、市经信局举

办民营企业专场银企对接会，
13 家银行机构与 52 家企业签
订了融资意向协议，金额 10.02
亿元，目前，已获审批贷款 34
笔、金额 5.49 亿元。

与此同时，鼓励各金融机
构加大小微企业支持力度，助
力“三农”和扶贫攻坚工作。5
月末，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90.92 亿元，增速 9.47%，高于
各项贷款增速 0.42 个百分点，
小微企业贷款户数 20517 户，
同比增加 6323 户；涉农贷款余
额 371.84 亿元，较年初增加
12.66 亿元；扶贫小额信贷余额
2.36 亿元，涉及户数 5624 户，

带动 17551 人脱贫。
为了帮助企业降本减费，

淮北银保监分局继续巩固
2018 年银行业小微企业贷款
减费让利成效，不断降低企业
尤其是民营、小微企业融资成
本。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综合
成本 6.42%，较去年同期下降
0.57 个百分点；五家大型银行
充分发挥“头雁”效应，对普惠
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上浮幅度均
不超过基准利率的 10%，普惠
型小微企业贷款综合成本
4.56%。淮北银保监分局还督促
银行机构清理不必要的 “通
道”“过桥”环节，进一步扩大

无还本续贷业务范围。截至 5
月末，无还本续贷余额 17.85
亿元，为企业节约财务成本约
930 万元。

针对铝基、碳基、硅基等重
点产业、重点领域等资金需求，
淮北银保监分局督促银行机构
上争规模、下放权限，让资金跟
着招商走、跟着项目贷、跟着园
区投，努力加大有效信贷投放。
银行业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等
贷款余额 30.33 亿元，较年初
增加 6.15 亿元，增幅 25.42%。
至 5 月末，银行业棚户区贷款
余额 143.94 亿元，较年初增加
4.3 亿元。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获悉，上半年全市共
完成交易项目 1023 个，同比增加 7
个，成交金额累计 172.13 亿元，同
比增长 10.14%，节约金额 7.65 亿
元，增值金额 12.82 亿元。其中，6 月
份完成项目 156 个，成交金额 15.04
亿元，节约金额 1.25 亿元，节资率
9.76%，增值金额为 4370 万元，增值
率为 14.69%。

从市本级公共资源交易情况来
看，上半年市本级共完成交易项目
549 个，同比增加 77 个，成交金额
累计 93.01 亿元，同比下降 14.83%，
节约金额 6.36 亿元，增值金额
10.12 亿元。其中，工程建设交易类
项目上半年共完成 294 个，工程预
算价 43.7 亿元，中标价 37.56 亿元，

节 约 金 额 6.13 亿 元 ， 节 资 率
14.04%；政府采购交易类项目共完
成 211 个，预算价 3.56 亿元，中标
3.34 亿元，节约额 2243.18 万元，节
资率 6.29%；产权交易类项目共完
成 10 个，底价 1.62 亿元，成交价
1.64 亿元，增值金额 136.17 万元，
增值率 0.84%；国土资源交易类项
目完成 34 宗，起拍价 40.13 亿元，
成交 50.24 亿元，增值金额 10.11 亿
元，增值率 25.21%；上半年徽采商
城 签 订 订 单 1460 个 ， 成 交 价
2161.17 万元。

从濉溪县公共资源交易情况来
看，上半年濉溪县共完成交易项目
474 个，同比减少 70 个，成交金额
累计 79.12 亿元，同比增长 68.01%，
节约金额 1.29 亿元，增值金额 2.69
亿元。其中上半年共完成 PPP项目
1 个，实际投资金额 49.64 亿元。

本报讯 近日，市财政局、市扶
贫开发局联合开展上半年扶贫专
项资金调研，进一步提高扶贫专项
资金使用绩效，促进扶贫工作开
展。

调研组一行实地考察了濉溪县
百善镇食品工业园 2019 年资产收
益扶贫粮食仓储工程项目进展情
况，听取了濉溪县 2019 年扶贫资金
筹集使用、动态监控系统及资产收
益扶贫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据了
解，目前，濉溪县资产收益扶贫项目
建设各项前期工作已基本完成，粮
食仓储工程于 7 月初招标，7 月底

开工，预计 9 月份见成效。
资金支出进度的快慢取决于项

目实施进度的快慢。调研组要求，进
一步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加快资金
支出进度。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督
促有关牵头部门加快项目实施进
度，进一步压实项目牵头部门主体
责任，建立和完善定期通报等监督
检查机制，做到项目实施进度与资
金支出进度同步。加强扶贫资金动
态监控系统建设，压实资金使用部
门和单位绩效主体责任，资金拨付
要及时录入系统，并与国库集中支
付平台关联，月底前确保完成数据
和绩效目标录入及与国库支付平台
关联等工作。

本报讯 6 月 26 日下午，安徽
濉溪农商银行以“在一起，Give me
five” 为主题，举办了庆祝建党 98
周年暨改制成立 5 周年专题汇演活
动。

活动中，除了有该行自编自导
自演的精彩节目之外，现场还发布
了改制成立 5 周年工作报告。并与
团县委举行了“汇爱助成长，点燃
微梦想”爱心助力青春扶贫主题活
动启动仪式。据介绍，该行积极参
与全县爱心助力青春扶贫主题活
动，旨在创新精准扶贫举措，打造

特色扶贫服务品牌。截至目前，该
行累计发放扶贫小额贷款 1.59 亿
元，帮扶贫困户 4000 户；累计发放
生源地助学 2200 户，贷款余额
2900 万元。

据了解，2014 年 6 月 26 日，濉
溪农商银行正式挂牌开业，在继承
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顺势而为，积极
转变体制，与现代商业银行并轨。改
制 5 年来，该行始终坚持“服务三
农、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县域经济”
的市场定位，坚持回归本源，支持实
体经济，通过精准的市场定位、灵活
的经营方式，已发展成为百姓信赖
的贴心银行。

随着电子交易支付手段的
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网上转
账。然而，由于一些年龄较大的
群众使用智能手机不熟练，或者
不太懂网络支付，这种便捷的转
账方式便让许多不法分子有了
可乘之机。

首先，老年人在使用智能手
机时，不要因为怕麻烦而忽略设
置开机密码，以免手机丢失或被
盗给骗子可乘之机。如果手机绑
定银行卡，千万不要将支付密码
及手机密码告诉其他人。如果想
开通此类支付功能，一定要找可
靠的人寻求帮助，保护好自己的
财产安全。

其次，目前网络盗版软件盛
行。一些不法分子会制作盗版软

件，迷惑市民下载安装，这些盗
版软件暗藏木马或者其他钓鱼
链接，老年人对盗版软件辨别力
较低，更容易上当受骗。因此老
年人需要安装软件时，最好找家
人帮忙。

第三，老年人在使用聊天软
件时，不要轻易向别人透露自己
及家人的个人信息，以免被不法
分子利用带来损失。如他人提出
转账请求，需通过电话、视频等
方式，确认对方是否为本人后再
进行操作。若发现社交账号被
盗，应及时冻结账号，并通知其
他好友切勿上当。如果遇到钱款
被盗等情况，应第一时间报警寻
求帮助。

（市公安局）

专业化司法服务助力金融健康发展
———杜集区人民法院金融案件集中管辖有成效

淮北银保监分局：

强化监管引领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我市开展
上半年扶贫专项资金调研

上半年全市公共资源交易
项目数和成交额双提升

庆祝建党98周年暨改制成立5周年

濉溪农商银行举办专题演出

警方提示：

老年人“支付”要小心

2018年 11月 12日，杜集区法院当庭宣判涉金融商事案件集中管辖后的首例金融案件。

2019年 3月 14日，法庭对一起金融案件进行集中调解。
■摄影 通讯员 魏雅琦

■记者 黄顺 通讯员 唐颖

■记者 邹晨光

■记者 傅天一

■记者 黄顺 通讯员 房静静

■记者 黄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