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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今年55岁的李林，是威海市环
翠区人民法院临港法庭副庭长，虽
然职位带“长”，但李林从未觉得自
己是个“官儿”，他认为自己更多的
角色成分和工作性质，还是一名

“基层法官”。
1988年毕业于中国传统五大

政法院校之一的“华东政法学院”，
历经书记员、审判员、副庭长等岗
位，作为中国11万余名基层法官中
的一员，李林31年扎根基层，31年
思考、阅卷、敲槌于审判一线，他的
职业路线或人生轨迹，是宏大而渐
进的中国法治进程的典型注脚，有
内涵、有专业也有力度。而他那早
期老牌政法本科出身的履历，31年
基层法官工作的坚守，也反衬出法
官所应有的社会职业特质——— 守
中居正、淡静淡定。这种职业沉淀，
可以从他的谈话、眼神、举动中感
觉到。

2019年，已是一级法官的李林
再一次调配到基层法庭——— 这也
是他到临港法庭工作的第一年。截
取他今年在临港法庭审结的几起
案子，可以在白纸黑字的判决书之
外，感知一位基层老法官的情怀和
专业——— 结案率不是工作的全部，
卷宗之外、宣判之后社会秩序的修
复，才是法官价值的终极所在。

带着感情为“你安”———
审一起高龄夫妻离婚案

4天跑多个地方

今年7月29日，李林接手一起
离婚案。离婚案件本来比较平常，
无非是财产、赡养、抚养等纠纷，但
这起案子却因当事人都年事已高、
几乎都失去独立生活能力而变得
特别。该案由86岁的男子王某提
起，妻子宫某比他小5岁，两人于
1988年登记结婚，都是二婚且婚后
没有生育子女，此时老太太已被其
子女接回乳山老家。王某提起离婚
诉讼的理由是“感情破裂”。

对这起案件，李林没有坐着看
卷宗，没有局限于小小的审判法
庭，更没有照搬程序、选择“先调解
后宣判”的习惯处理方法。他想到
了案子之外的种种可能——— 二人
有无共同财产，会不会由此产生次
生矛盾？离婚后两位老人是否有生
活保障，是否存在虐待等情形？

为了切实了解清楚否存在导

致二人离婚的其他诱因以及双方
子女情况，李林到乳山某村、苘山
某村及村委会等地各跑了一趟，用
了4天时间。

他首先来到了两位老人共同生
活过的苘山某村，进村入户，详细了
解王某的生活状况。在一栋隐隐散
发着异味的平房里，王某头脑尚且
清醒，他坚持离婚，表示“连自己都
照顾不了”。随后，李林驱车赶到乳
山某村实地探访宫某，发现老太太
头脑偶尔不清醒，在一番沟通后，李
林现场征询了宫某子女的意见，他
们对两位老人离婚的意愿表示理解
和支持。关于老太太离婚后的生活，
他们同意出资把老人送进敬老院。
李林再驱车到苘山某村召集王某一
方的子女，他们也同意在老父亲离
婚后出资将其送到敬老院。

在排除了前述种种情形，且确
认落实好了两位老人的生活着落
后，李林才召集双方子女到场，制
作并送达了调解书。

表面上看，这起高龄离婚案件
也以调解方式而结案，几张白纸、
几千字的法律文书所记录的事实
或许平淡无奇，但是在法庭外、在
白底黑字之外，是李林作为一位法
官的换位思考——— 奔波四天，不为
结案率而判案，而是为了“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的司法为民情怀。

怀着大局为“止损”———
审一起标的额超百万元的商事纠纷

以共赢为落点

婚姻、家庭等民事案件要带着
情怀来裁判，商事案件则考验一个
法官的大局观念和对法律意义的
认知高度。

今年，威海某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投资300多万元引入了一个智能
车间，由重庆某空调净化工程有限
公司负责施工、某大学教授负责调
试指导。设备到位后，双方却对设
备运行效果达不成一致，僵局由此
产生——— 威海某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拒绝支付130余万尾款，重庆某
空调净化工程有限公司则到环翠
法院提起诉讼。

这起商事案件涉及专业技术，
也涉及设备的实际状况，李林前往
威海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做实地
探访，发现机械设备已安装，但双
方对设备验收情况各执一词。原告
方要求被告方支付剩余尾款，被告
方却认为智能车间缺少调控设备，
不具备验收条件。李林意识到，若
不能妥善化解纠纷，300多万的智

能车间无法正常使用，将对被告方
造成巨大损失；同时，被告方目前
资金紧张，如车间不能盈利，原告
方主张的尾款在履行中也将面临
重重困难。在这起案件中，解决表
面纠纷事小，更关键的，是应为双
方找到一个共赢之道。

经质证、调解，两家公司终于
达成初步意见，原告方同意在一个
月内为车间安装调控设备。但在时
限将近时，原告技术团队调试结果
仍未达标。还有最后两天时间，李
林再次到车间现场落实安装情况，
要求重庆某空调净化工程有限公
司务必找来合同中约定的那位教
授亲自调试。赶在最后一天，设备
调试结果终于达到了验收要求，后
续生产计划得以如期实施。对于
130余万元的尾款，威海某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承诺限期付清，双方对
此结果都表示满意。

一场数百万元的经济损失避
免了，一场无休止的专业技术纠纷
解决了。

案情纷繁自“有料”———
审多起欠薪案

靠生活经验也靠业务熟练

2019年6月份，临港区某村的

14位工人到临港法庭要起诉某公
司。包括3位老太太在内的14人，都
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此前受雇于这
家小公司干一些建筑施工方面的
简单体力活，他们干了一年一分钱
没领到，每人被欠报酬多则4万元
少则1万元，欠款总计20多万元。

辛勤工作却拿不到报酬，老人
们不能接受，他们很气愤，案件还
没宣判，便吵吵闹闹地要去上访。

将心比心，小时候干过农活
的李林能体会到老人们的不容
易，他迅速跟工程发包方联系，得
知工程承包方是荣成某建筑公
司，该建筑公司将工程分包给本
案被告。李林进一步调查发现，本
案被告并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
荣成某建筑公司应承担清偿拖欠
工资的连带责任。于是，荣成这家
公司被追加为被告，老人们最终
都如数领到了报酬。

现在，环翠法院临港法庭有3
位员额法官，平均每年审结各类案
件500-600起，保守概算，仅卷宗的
文字阅读量一年下来就至少有几
百万字。具体到李林，31年的专业
历练，早期扎实的法学专业素养，
使他可以在拿到卷宗之后，一下子
抓住纠纷的焦点，争取一次开庭一
次审结，截至11月底他今年的审结
案数已达到200多件，但这个指标
并不能体现他作为一个老法官的
全部，尤其是一个老法官的职业价
值。

作为老法律人，李林有自己的
一套工作方法，这可以防止职业疲
倦也可以提高职业素养，即不要光
看 案 子本身，还要延伸向前思
考——— 这个纠纷为什么会发生，是
能调解还是必须审判，都要有所预
判。

阅读理解，这是一道每个人都
经历过的考题，它一定是语文考卷
上的最后一道，也是一道难题。换
个角度，法官审案、阅卷，其实是一
种高难度的阅读理解，尤其是交通
事故、医疗纠纷案件的卷宗阅读量
大，因果逻辑纷繁复杂。

试问，当下又有几人在坚持每
天做如此认真、如此真实的阅读理
解题目，只为求一个分毫不差的答
案？

对于这个问题，李林用31年孜
孜不倦的坚守，给出了自己的回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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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55岁基层法官的“阅读求解”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高洪超 通讯员 沈玮

李林在开庭。(资料图片)

运用基金杠杆聚资赋能 威海市财政局撬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威海市财政局积极

发挥自身职能，扎实推进基金的设
立、运作工作，在“以基金带动基
金、以基金引进项目、以基金培育
产业、以基金争取支持”等方面做
深做实，积极拓展该市基金“朋友
圈”，不断加大基金对重点产业、重
点行业、重点园区、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的投资力度，推动新旧动能
转换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截至目
前，通过市引导基金引导撬动社会
资本，先后设立或正在设立19支产
业子基金，基金规模达119 . 9亿元，
已完成对99个项目的投资，投资金
额28 . 8亿元。

以基金带动基金，加快推进子
基金设立

进一步发挥市引导基金的引
导撬动作用，会同市引导基金公司
与齐鲁中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深
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山东
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国
内知名的基金投资机构及企业集
团深入沟通洽谈，积极寻求投资合
作机会。经过广泛沟通洽谈、合作
谈判，本年度市引导基金出资完成
4支子基金的设立运营。一是出资
2000万元设立规模2亿元的威海红

土创投基金。目前基金已完成首期
出资，并对威海泓琳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投资4500万元。二是出资1亿
元设立规模9亿元的纾困基金，一
期专项为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
公司纾解资金问题。三是出资6000
万元设立规模5亿元的威海齐韵股
权投资基金，已投资威高集团有限
公司血液透析项目1 . 98亿元。四是
出资4000万元设立规模1 . 5亿元的
威海恒创股权投资基金，已投资威
海津恒科技有限公司1200万元。

以基金带动项目，开展引导基
金项目直投

精心组织山东(威海)新旧动能
转换基金项目推介会，山东海富光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瀚顺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等项目路演企业备
受关注。市引导基金也将这类项目
纳入基金投资重点项目库，经缜密
调研考察及尽职调查，认真筛选行
业内有重大技术突破的项目开展项
目直投。目前，市引导基金投资的4
个直投项目均进展顺利。一是直投
威海威硬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超硬刃
具项目1000万元，已于6月份分配
2018年现金股利，市引导基金取得
分红收益30 . 85万元；二是直投塑成

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3D打印项
目1500万元，已落地建设3D打印实
验室，取得了首批10台3D打印设备
的订单，金额300万元；三是直投山
东瀚顺精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精准
医疗器械研发生产项目1000万元，
已落地建设医学检验实验室，取得
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与第三
方检验实验室签订了业务合同。四
是直投山东海富光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高端光纤激光器研发项目1800
万元,公司项目组已研制出了玻璃
体特种光纤、半导体增益芯片等“卡
脖子”核心部件，突破了半导体增益
芯片设计制备、窄线宽光纤激光放
大器非线性效应抑制等关键技术，
已开发出高功率窄线宽光纤激光器
样机，并顺利通过科技部组织的国
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项目中期
检查。

以基金培育产业，推动优势产
业做大做强

精准聚焦七大千亿级产业集
群，根据自身产业发展需要，分别设
立一支子基金，实现基金对七大千
亿级产业集群扶持领域全覆盖。目
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设立的
新医药与医疗器械子基金，已进入

注册设立阶段，基金规模2亿元，市
引导基金出资2000万元。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牵头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先进装备与智能制造以及市发展改
革委牵头的碳纤维等复合材料、市
海洋发展局牵头的海洋生物与健康
食品等四个产业子基金也已达成初
步合作意向,制定完成基金初步设
立方案，时尚与休闲运动产品、康养
旅游等其他子基金也都在与社会资
本沟通对接推进过程中。

以基金争取支持，实现省市县
三级联动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省
市县联动、社会参与”的原则，认真
筛选该市发展前景好、投资意愿强、
带动作用强的企业项目，争取省引
导基金投资，采取政府领投、市场跟
投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针对专门
项目设立基金。目前，已争取到省引
导基金投资该市山东鲁坤荫子乡村
振兴有限公司土地综合开发利用项
目、山东华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热
敏打印头(TPH)及配套电子零部件
研发制造等两个项目，投资规模
2 . 15亿元，其中省引导基金出资
2000万元。同时，择优选择该市13个
重点“双招双引”产业项目，争取省

新旧动能转换项目基金予以支持,
目前已有山东鑫发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的蓝润国际海洋食品产
业园项目、威海人生药业集团投资
建设的屏山制药有限公司搬迁扩建
及产品质量提升项目、威高集团有
限公司投资的血液投资中心建设
项目、威海昆嵛山天然矿泉水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的工业4 . 0功能性饮
品项目、威海海泽水产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的高端海洋食品生产基地
项目等8个项目完成了省引导基金
公司的考察、尽职调查和公示确
认。项目基金重点投资于高端装备
制造、新材料、智慧海洋、新医药、
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领域，其
中，荣成中泰蓝润新旧动能转换股
权投资基金、威海共悦欲达新旧动
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威海环晟股
权投资基金等3个项目基金已完成
注册设立，基金规模9 . 6亿元，争取
省引导基金出资1 . 92亿元；其余5个
项目基金正在加快组建过程中。8个
项目全部投资落地后，基金投资规
模将达25 . 8亿元，可争取省引导基
金4 .56亿元。

(威海市财政局 韩英广 时
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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