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三家基层法院，本市二中院

也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等四项

改革的试点法院之一。9月5日,上海二

中院任命了首批28名法官助理，这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产生的首批法官助

理，也是上海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先行试点工作的重要一步。

首批任命的28名法官助理，分布

在上海二中院各个审判业务庭，主要

负责在法官指导下审查诉讼材料、组

织庭前证据交换、接待诉讼参与人、

准备与案件审理相关的参考资料、协

助法官调查取证、保全执行、进行调

解、草拟法律文书、完成法官交办的

其他审判辅助性工作，以及与审判相

关的调研、督查、考核、宣传等工作。

二中院任命首批28名法官助理

都市脉搏

市民在邮政博物馆体验各种互动设施。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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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轶珺

本报讯 美签有效期延长政策实

施已满一个月。据统计，美签办理人

数环比上升50%以上，97%客人拿到有

效期为1 0年的美国签证，其余为一年

多次往返。

签证专家告诉记者，美国签证办

理的流程、提交材料的要求以及办理

时长都基本没有变化，一般面试后5

个工作日左右可拿到签证。面试官会

视个人具体情况，为申请者发放有效

期不同的签证。目前已有近2000人通

过携程网申请美国旅游签证成功。专

家也建议客人要摆正心态，材料准备

真实充分，面试时以积极主动态度，

友好地配合回答签证官的问题。

美签有效期延长带动了美国旅

游热，尤其是美国自由行热，在线旅

行公司和传统旅行社也推出了一批

全国各地出发的高性价比美国自由

行产品。以携程网为例，美国自由行

产品线路多达600多条，自由行最低

四五千元起即可成行。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本报讯 一封信，一个电报，一通

电话，一场电影，曾经都是科技发展

的里程碑。记者昨天从201 4年度“ 百

万市民科普行”活动获悉：眼下，越来

越多的上海青年热衷于“ 玩转”上海

各大博物馆，体会科普魅力。

“ 我们向全上海市民开放报名，

获得了热烈反响。”作为今年“ 百万

市民科普行”的“ 压轴戏”，此番由上

海市科委和新民晚报共同策划、举办

的主题式科普旅游———“ 老上海的摩

登科技”一日游活动，在众多报名者

中抽取了1 5位“ 游客”，其中约有半

数为年轻人。

据悉，主办方这次精心挑选了上

海邮政博物馆、电信博物馆与电影博

物馆，并且配备了专家“ 导游”和金牌

解说员。这三个场馆，不仅蕴含着大量

科技知识，而且都富有老上海的味道。

以上海邮政博物馆为例，其坐落在位

于四川北路的邮政大楼内，是一幢欧

洲风格的百年老建筑，却丝毫没有沉

降的问题。奥妙就在于建筑底下的

41 6个隔水仓井（ 现在仍然保留了1 60

个）。更为神奇的是，由于自然土层过

滤，仓井中的水永远是干净的。

“ 知道有这个活动后，我想也没

想就报了名。因为虽然身为上海人，

但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还有这些博

物馆。”80后牙医隋昕告诉青年报记

者，他只去过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

馆。这次参观，增长了很多知识，不虚

此行。他表示会向身边年轻的朋友们

推荐这些免费的博物馆，因为它们

“ 非常棒”。

据了解，无论邮政、电信还是电

影，在中国都发端于上海。这也是一

段段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催生民族优

秀技术的发展史。从大清上海邮政局

到RFID邮件分拣机和智能楼宇信报

箱，从有钱人专属的“ 摇把子电话”

到无所不在的手机，从胶片到数字电

影，游客们也在发电报、为电影拟音

等互动游戏中感受到技术创新的乐

趣与价值。

“ 我们现在每周三、四、六、日向

公众免费开放。参观者中，学生来得

最多。”上海邮政博物馆管理员焦磊

告诉青年报记者：“ 全市三到九年级

的学生每年暑假都会来这里上一堂

课。随着‘ 科普学习体验苑’活动扩

展到大学毕业生群体，以及博雅网推

出网上报名，前来参观的年轻人越来

越多。”此外，还有不少年轻父母带着

孩子前往参观，一同感受上海的“ 新

老科技”。

青年报记者 卢燕

本报讯 昨天，上海高院组织媒

体集中采访了闵行、徐汇、宝山这三

家司法改革的试点法院，法官助理作

为司法改革中人员分类管理出现的

一个新的序列，选任的范围、工作的

模式、考评的机制都受到了极大关

注。此外，自今年9月初任命法官助理

以来，三家基层法院试点单位也交出

了各自的办案效率“ 成绩单”。

闵行：
未达年限不得以资深身份审案

过去，在立案庭、审判庭、执行庭

等一线办案部门呆上几年，在旁人眼

里看来是经验丰富的“ 老资格”，被

称“ 资深”的头衔似乎也不为过。而

在司法改革试点单位之一的闵行法

院，这个头衔的含金量却必须经过严

格的“ 淬炼”。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作为司法改

革法院系统的四家试点改革单位之

一，闵行法院是本市唯一一家建立资

深法官库的单位。闵行法院代院长黄

祥青介绍说，资深法官以一线审判资

历和经验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法官

要在审判业务一线的法官岗位工作

满一定年限后，才会被纳入资深法官

库，承担起重大疑难案件的审理工

作。记者还了解到，在闵行，这一制度

还有两大特色，一是只论经验不论职

务，即便具有院庭领导行政职务，如

果其在审判一线的法官工作经历达

不到“ 资深”年限要求，也不能主审

重大疑难案件。二是突出“ 主审”地

位。进入“ 资深法官库”的法官，包括

院庭领导，都须具体承办个案，而不

是仅仅主持合议庭案件的审理工作。

此外，在调整审委会功能方面，

闵行法院明确审委会的主要工作已

从个案“ 会诊” 转移为类案“ 方法

论”。据黄祥青介绍，1 0年前，闵行法

院一年要开60多次审委会，90%都集

中在个案的处理上。今年以来，闵行

法院审委会会议次数减少到了20余

次，重心已转移到为同类案件处理提

供一般思路和裁判方法。

徐汇：
法官助理“ 成长”按等级进阶

调查收集证据、接待律师查阅卷

宗、组织庭前交换证据、参与庭审

⋯⋯司法改革的进程中，徐汇法院法

官助理的1 4项职责也随之明确。徐汇

区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卢嘉献

介绍说，目前，徐汇法院任命了43名

法官助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审判辅

助事务工作机制以及专业化法官后

备人才培养模式。

考虑到不同工作年限的法官助理

对于审判辅助事务的胜任能力不同，徐

汇法院对法官助理进行了等级划分，并

对应等级赋予不同权限的工作。根据工

作年限，法官助理将被分为二等五级，

由低到高设置初级法官助理和高级法

官助理两个等次，依次设置五级至四级

助理，三级至一级助理。不同级别的法

官助理职责权限有所不同。

卢嘉献介绍说，目前，在徐汇法

院的43名法官助理中，有7名是完成

初任法官遴选培训的法官助理，他们

对审判辅助事务已驾轻就熟，因此在

实际工作中，他们所在的业务庭已基

本将主持庭前调解、草拟裁判文书等

具有裁判性质的工作交由他们完成。

其他的法官助理，由于入职时间相对

较短，还处于业务熟悉期，因此主要

从事常规性的辅助工作，并代行一定

书记员的职责。

由于法官助理承担了审判过程中

大量的辅助性工作，使得法官能够从

事务性工作中抽离出来，从而将全部

精力投入到案件审理中。今年1 -1 1 月

徐汇法院法官人均结案数达1 89.21

件，较去年同期的1 49件，增加40件，增

幅达26.99%；其中，一线办案法官的人

均结案数达224.60件，较去年同期的

1 81 .60件，增加43件，增幅达23.68%。

宝山：
完善主审法官独任办案责任制

今年9月初，宝山法院61 名法官

助理正式任命，至今已工作三个多月。

作为民一庭的主审法官，李乾告诉记

者：“‘ 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模式

启用后，我可以将主要精力放在定罪、

量刑等审判核心业务上，审判效率提

高不少”。在他审理的大量道路交通

事故案件中，效率的提升最为明显。以

前在开庭前，李乾要在开庭前计算一

遍相关的票据费用，非常耗费时间，现

在法官助理庭前组织各方计算并确认

相关款额后，平均需要1 个小时左右

的庭审，现在半小时或更短的时间内

就能完结。今年9月开始实行法官助理

制度至今，李乾的结案数为1 36件，而

201 3年同期结案数为81 件。

据宝山法院副院长唐春雷介绍，

完善主审法官独任办案责任制，这是

宝山法院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

一项重要内容。从1 50名法官中，选任

主审法官93人的同时明确了主审法

官的职责，独任审理的案件，是否准

予撤诉、依法作出判决、制作裁判文

书均由主审法官主持。裁判文书签发

机制改革后，主审法官独任审理的案

件，裁判文书由其直接签发。

谈及改革的前后变化，一位法官

坦言，“ 最大的变化我觉得是法官的

权力更大了，主审法官可以直接签署

并送达主审案件的裁判文书，这一变

化让我们一下感觉到，主审法官作为

案件审理者的主体地位更突出了。

权力加大的同时也意味着责任的增

加，一来，现在判案子要承担的责任

更大了。因为你的权力大了，你是主

审法官，你的案件就是你来签署，由

你来负责，有瑕疵有问题就是找你，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责任形成一

种倒逼机制，倒逼我们审理案件时更

加仔细，法律适用更加准确。”

司改三个月试点单位交出办案效率“ 成绩单”

设法官助理让审案效率大大提升

年轻人热衷“ 老上海的摩登科技”

美签办理人数环比上升5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