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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7月8日12时许，
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
鼓浪屿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在鼓浪屿晃岩
路20号附近发生一起小摊贩殴打城管执法
人员的警情。值班民警立即到场处置，
并将
违法行为人林某福 （男，
58岁，福建龙海
人)传唤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在确凿证据面
前，
林某福承认，
其在鼓浪屿晃岩路占道摆
摊卖香烟时，因不服从城管执法人员的管
理，
用手朝执法人员吴某脸上打了一拳，导
致吴某脸部轻微受伤。思明警方根据《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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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现场没有书记员，没有原被告，只有一
名法官、
一台电脑、
一个摄像头和一个话筒；
通过网络，
原告代理律师和被告分别在办公
室和家里“出庭”，
参与庭审全过程。
昨日上午，一场特殊庭审在湖里法院
举行。法官姚亮通过该院全省首推的“全
在线诉讼平台”审理了案件。
这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2011年 8
月，因生产经营需要，黄某向洪某借款 20
万元，
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但约定黄某每
月向洪某支付利息 3000元。此后 1年多，
黄某都如期履约。但 2013年 5月起，
黄某
停止支付利息；
洪某多次催讨，黄某均以无
能力还款为由拒不偿还本金及利息。今年
4月，
洪某到湖里法院起诉黄某。
开庭前，法院通过平台生成了案件的
各类文书，
并通过邮件送达原被告双方；之
后，
双方通过平台提交借条、转账记录等证
据，并对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
性等进行了质证。经过一段时间的庭前准
备，昨日 9时许，洪某代理人、黄某准时坐
到电脑前参加了庭审；在进入庭审时，平台
对他们做了人脸识别。
面对显示屏，法官姚亮再次核实双方
身份，
并主持质证、调解等。在确认双方同
意调解后，
姚亮让双方提出各自方案。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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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 月!杭州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成
为全国第一家集中审理涉网案件的试点法
院"这一次!湖里法院打造了厦门版#全在线诉
讼平台$% 业内人士称!其适用案件范围更广!
且实现大数据管理!真正给当事人带来福利"
据了解!该平台分为三个子平台&易送达
平台'在线质证平台'在线庭审平台" 其中!易
送达平台打通了法院与三大通讯运营商以及

后，
将被整理成为庭审笔录。
洪某代理人提出两个方案——
—一次性支付
庭审结束，记者通过庭审平台远程采
25万元本金及利息；或四年内支付 35万
访了原告代理人李千煌。“这节省了很多
元，前面每月支付 3000元，最后一月支付
在途、
庭后签笔录等环节的时间，让异地案
余下款项。
我们律师
“借款是为公司经营，现在公司倒闭， 件省时省力。如果能更多地运用，
很欢迎。”李千煌说。
我们在外也有欠款，
实在没能力还款。”对
湖里法院院长高碧青介绍，目前，在线
此，
被告黄某当庭请求减免利息，并表示可
庭审主要应用于小额速裁案件、家事纠纷、
在 5年内支付本金利息 30万元，
前面每月
争议 不大 的 案 件 及 当 事 人 跨 域 案 件 等 。
支付 3000元，
最后一月支付余下款项。
因诉求差异较大，调解双方未能达成 “互联网法庭不应当是单纯追求技术的先
进和时髦，
而应以技术为民服务、为司法服
一致意见，
但均表示希望再调解。最后，法
务。”下一步，
他们将继续探索涉网案件审
官敲下法槌宣布“休庭”。
理机制、
加大跨部门协同合作、进一步完善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庭审过程中，屏幕
技术架构等。
语音识别区域实时记录了各方发言；庭审
7$%#!8!9

银联等的信息隔区!实现了身份信息'手机号
码' 银行账户在线验证及司法专邮信息自动
反馈!让当事人可自主选择文书送达方式" 在
线质证平台打造了(异步审理$新模式!当事
人可随时随地发起举证'回复质证等% 在线庭
审平台则让当事人只要一台能上网的电脑'
一个摄像头' 一个耳麦就能完成庭审一切活
动!且当事人无须下载任何客户端或软件%
将现代科技应用和司法审判活动深入
结合!实现(让数据多跑步!当事人少走路$的
目标!这是厦门版(全在线诉讼平台$启用的
初衷!受到了当事人的欢迎% 相信随着平台的
不断完善!它对于缓解当下法院(案多人少$
的矛盾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56789:
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对违
法行为人林某福处以行政拘留4日。
据悉，林某福曾先后于2017年12月、
2018年2月两次因占道贩卖香烟，被相关
执法部门查处并列入惩戒主体名单，这次
是林某福第三次因违法行为被列入惩戒主
体名单。根据《关于加强鼓浪屿风景名胜
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地)综合管理的通
告》相关规定，他将被限制从东渡、嵩屿等
码头进入鼓浪屿景区的过渡资格。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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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承包人员不断向执法人员表示，地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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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混凝土浇筑倒模后，
会再次种上绿化，跟
有人私自施工，将自家车库扩建到了环岛
原来的还是一样。
“这能一样吗？控制区地
路控制区内……近日，交通执法人员接到
面看着一样，
可是地底下都被你们掏空了，
举报:在环岛东路雍景湾小区附近有破坏
这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立即
路权的违法行为。原来，
该小区一业主为修
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并现场开具整改通
建地下车库，竟然将地下室延伸至小区围
知书，
要求其立即整改。
墙外，
还直接挖进了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并
目前，该案已被执法人员要求限期三天
进行浇筑倒模封顶。经现场勘验，
浇筑倒模
整改。若未按期整改完成，
当事人将面临 5000
共有三处，
总面积将近 25平方米。
元以上、
10000元以内处罚。 7$%:!8;9
交通执法人员告诉记者，其实在几天
前，他们在巡路时就
发现了这个情况，并
福建省顶信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要求对方停止施工。
受委托，
本公司于 2018年 7月 19日上午 9:
30时在厦禾路 878号铁
然而，施工人员口头 道大厦 24层 AB单元公开拍卖:高殿村寨上社虎山头北侧工业用地 2号
宿舍楼 3梯 1层 01单元房屋使用权（限 1999年 11月 15日《协议书》项
上答应，背后却又偷 下权利)
，参考面积 85.
18m2，起拍价 38万元，保证金 5万元。保证金及报
名截止时间:
2
0
1
8年
7月 18日 17时前（以实际到账为准)。有意竞
偷复工。而当执法人 买者可与我司联系预约看样。报名地址:
厦门市厦禾路 878号铁道大
员在现场调查时，工 厦 24层 A、B单元，咨询电话:0592-2290222、229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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