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原、被告在线参与，书
记员无需记录，整个审判庭仅法官
一人，只需轻轻点击鼠标，机器人

“小智”便会语音播报并动态生成案
件争议焦点，随着法官输入利息、复
息等数据，屏幕上自动生成判决书，
十余分钟便完成了一起金融借款案
件的审理……”昨天下午，永嘉法院
召开“金融智审”工作情况新闻发布
会，通报该院入选全省法院第三批

“金融联审”智能化审判试点法院后
该项工作开展情况，并现场发布典
型案例。

据介绍，2020年，浙江省高院
研发的金融纠纷全流程智能审判系
统“凤凰智审”与省金融综合服务平
台正式对接，创建了一条支持金融
纠纷线上立案、审判和执行的高效
智能处理通道，成为司法与金融监
管领域“整体智治、业务协同”理念
的生动样板。“凤凰金融智审”模式

以金融借款纠纷为主攻方向，探索
人工智能技术在审判全流程的深度
应用，以“人机共融、智审速判”为特
征，给传统的金融案件审理工作带
来了革命性变化。

在智审模式下，金融借款案件
“即诉即办、即审即判”，法官每案仅
需投入精力约40分钟，比传统模式
减少约 50%，案件当庭宣判率达
100%，金融借款案件平均审理天数
压缩近三分之一。今年1-9月，永
嘉法院通过“金融智审”平台受理金
融借款纠纷案件125件，开庭审理
117件，当庭宣判117件，当庭宣判
率为100%，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从去
年同期的41.1天降为28天。

永嘉法院“金融联审”工作负责
人吴若介绍，永嘉法院在2020年下
半年入选全省法院第三批“金融联
审”智能化审判试点法院后，第一时
间成立工作专班，确定金融智审试

点方案，完成设备采购、平台调试，
并组织法院和银行工作人员开展培
训。该院第一个通过“金融智审”平
台进行在线办理的金融借款合同案
件，于2021年1月25日在线申请立
案，于2月23日进行了开庭审理并
当庭判决。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开发
的AI法官助理“小智”辅助办案，法
院实现金融案件批量起诉、立案、在
线联审、裁判、结案等功能，大幅提
升金融简案快审能力。

据介绍，“金融智审”不仅提升
审判效率，节约司法资源，还给案件
当事人带来极大便利。此前，银行
等金融需要前往院机关或各基层法
庭立案、开庭，现通过线上批量立
案、批量开庭，实现庭审参与“一次
不用跑”，大幅减少了当事人的路途
劳顿，节约了时间成本，大大提升当
事人的体验感和获得感。

记者陈晓静 特约记者 清溪

遗失启事

◆遗失 上塘镇金平村胡陈高农村集体土地所有
权证一份，地号：01-58-10-25，声明作废。

◆遗失 永嘉县碧莲镇上村13组刘世栋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一份，证号：浙（2018）永嘉县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第211071号，声明作废。

◆遗失 陈英在浙江永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证一份，账号：701000014424320，证号：
432608，声明作废。

重度残疾夫妻生活本不易
丈夫意外摔伤中风陷困境

本报讯 南城街道永兴小区的重度残疾人叶董克
夫妻原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虽然残疾但也平淡度日，
可自从丈夫叶董克意外摔伤致四肢瘫痪，让这个靠低
保过日子的家庭举步维坚生活陷入困境。

前天，记者来到南城街道永兴小区廉租房叶董克
夫妻的住处，躺在床上的就是叶董克，坐在轮椅上的是
他的妻子王微林，她在给叶董克按摩脚掌，希望丈夫能
早点好起来。

叶董克一家是特殊的家庭，叶董克今年55岁，从
小患小儿麻痹，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妻子王微林
今年47岁，肢体一级残疾，生活不能自理，全靠丈夫叶
董克照顾，唯一的儿子还在读高中。这个家庭过着清
贫生活，靠低保金为生，尽管两人都行动不便，但日子
也算安稳。

天有不测风云，今年2月份，叶董克意外从楼梯
上摔下来，一直滚到地上，头部着地，当时马上送到温
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治疗。医生做了手术，生命
保住了，但摔伤导致颈髓损伤、椎间盘破裂等，叶董克
四肢瘫痪，丧失了自理能力，一个月后出院转到解放军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0六医院康复治疗3个月。这期间
都没有好转，6月15日出院，医生建议受限的肢体功
能要进行康复锻炼。出院后，妻子经常给叶董克按摩
肢体，希望能早日康复。可屋漏偏逢连夜雨，7月份叶
董克又因脑血栓住院，花了不少钱，这三次的住院，除
了医保报销，自费花了近10万元。

这次出院后，叶董克四肢不能动躺，吃饭靠鼻
饮。由于妻子自己也生活不能自理，叫了一个护理人
员，一天的费用要200多元，妻子王微林80多岁的母
亲每天会送些菜过来。

王微林告诉记者，她是母亲在温州的轮船上抱养
的，小学毕业后走路有些不协调，直到20多岁才去医
院看，医生说是小脑萎缩影响四肢的神经，后来慢慢的
行走也困难，不会走路了，母亲一直对她不离不弃，原
本应该是自己照顾母亲，如今80多岁了还不放心经常
性过来帮忙。

这几次叶董克的住院费全部是亲朋好友借来的，
现在一家人是负债累累，加上吃药和护理费一个月
5000元的支出，家里实在借不动了。

如果你想帮助这个不幸的家庭，可联系本报记者
帮帮团热线67261234，也可通过账号捐款，开户行：永
嘉县慈善总会；账号：33001627635050003041；开户
银行：中国建设银
行 永 嘉 县 支 行
(注：请在银行汇款
单的“备注”一栏
注明“叶董克”)。

记者 潘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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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北大桥一女子欲轻生
民警耐心开导成功劝回

本报讯 近日，瓯北派出所接到一群众报警，称其
闺蜜因感情纠纷欲跳江自杀。瓯北派出所民警潘陈鹏
接到报警后，即刻带队前往女子在的瓯北大桥上。民
警到达现场时，该女子坐在大桥最外侧的栏杆上，下面
就是暗潮涌动的瓯江，女子摇摇欲坠的身体随时就要
掉下，在场民辅警们当即几个跨步翻过大桥的栏杆，合
力将女子拉到了安全区域。

通过与之交谈了解到，该女子年仅21岁，因与男
朋友发生感情纠纷，再加上父母的不理解，一气之下产
生了轻生的念头。为避免刺激女子的情绪，民警拨通
了其朋友的电话，远程连线一起劝导女子。在民警和
其朋友的联合劝说下，女子情绪逐渐稳定。为防止意
外发生，确保在突发时刻能够控制住女子，另外一位辅
警也尝试上前一同劝说。

最终，经过民辅警们近二十分钟的交心劝导，该女
子逐渐放下心理防备，成功被劝回到警车上。在警车
上，民警又当起了“心理医生”，耐心地对其进行心理疏
导，解开她的心结。目前该女子已被其朋友接回家中。

据此次出警的潘陈鹏民警介绍，近日永嘉雨水充
沛，瓯北大桥下瓯江水深近20米，一旦落入后果不堪
设想。生命只有一次，请爱惜！

记者 邵丽娜 通讯员卓佩青

免费老年培训班又开班啦

本报讯 重阳节刚过，秋意渐浓,永嘉社
区学院迎来了老年培训班的开学季。16日上
午，“银龄跨越数字鸿沟”老年智能手机使用培
训班开班；17日上午老年书法培训班开班；17
日下午老年声乐培训班开班。

据了解，因疫情原因，永嘉社区学院今年
秋季老年培训班报名工作比往年延迟了一些时
日。但报名消息一经发布，人员就很快爆满。
17日下午的声乐班原来控制在40人，最后增
加到60多人，还有很多学员希望能参加学习。

课程结束后，老年智能手机使用班王女士对课
程很赞赏：“疫情之后去哪里都要扫码，子女不经常
在家，也找不到人问。在这里同等年纪的人一起交
流比较好，在这里也可以问老师，老师也比较有耐
心。”声乐培训班马女士说道：“我本身是一个爱唱歌
的人，人老了，唱歌的声音有时候不好听，刚好这里
有一个培训班还是免费的，就想着来学习一下。”

此次老年兴趣培训班，既满足了老年人的
学习需求，也满足了老年人精神文化的需要，还
能解决老年人生活困难的需要。

记者 潘玲珑 通讯员 尤璐瑶

社会工作者，专业称社会工作师，简称社
工，指遵偱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利用个案、社
区、小组等专业方法，以帮助机构和他人发挥自
身潜能，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公正为职业的
社会服务人员。其职业水平考试分三个等级，
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和高级社会工作
师，也就是俗说的初级、中级和高级。这是一种
新的职业资格，更是一种社会工作人才评价制
度。

那么拿到这个证，有什么用呢？首先在求
职的过程中可以增加竞争力。现在很多企业和
单位在招聘社会工作师时，都会优先录取持有
社会工作师证书的。今年我县14个社区面向
社会公开招聘总共87名专职社区工作者，如果
报考者手执社会工作者资格证，可以作为加分
项。社会工作师证书是职称证书，证书等级越
高，在待遇上就会越好。社会工作者属于国家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推出的职业，2004年由国家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式确定为国家新职业。

“我是去杭州直接考的中级，当时永嘉好
像过去有十来个人，但通过考试的好像只有3
人。”在县民政局工作的吴大平是我县首批获得
中级社会工作者资格证的人员之一。据他说，
当时是2008年国家第一次推行社会工作者职
业水平考试，特别鼓励民政系统人员参考，于是
他和一些同事都报名了，由于可以直接报考中
级，就选择了中级考试，并顺利通过，成为我县
最早执证的社工。“学到的专业知识都很有用，
尽管后来我转岗了，但很多社工工作方法还是
用得上的。”吴大平说告诉记者，社工知识范围
很广，很多工作都用得上。

考生从10多人增到1700多人，但通过率一直不到30%

社工国考，你会参加吗？

由于强调专业性，同时又要和
实际操作相结合，所以社工考试存
在一定的难度，这么多年来每年的
通过率都不到30%。听考生反映，
今年试卷的难度又提高了。“参加
过社工考试的潘鸯鸯认为，大部分
考生都是在工作之余进行复习，所
以时间不够，这是通过率低的主
因。

“我是因为喜欢所以去考，经过
一段时间的接触，才发现原来社工

工作这么复杂。”今年报名参考的小
董从事文字工作，对社区工作一窍
不通的她说，原来社工工作包括了
心理学、行政学等多门学科，即便今
年考不上，对她来说也是收益匪浅。

作为一家民间公益组织的负责
人，老杨参加了两年的社工考，但都
没通过，但他并不气馁。“没有人要
求我拿这个证，是我自己想通过考
证来提升工作水平，毕竟我现在从
事的就是社工工作，我要一边学一

边考，相信终有一天可以拿到证。”
“这几年，民政部门都有组织考

生进行考前培训，提供教材，还进行
过程的监管，希望越来越多的考生
通过学习和考试，学习到更多的助
人自助的方法，以更专业的方式提
供服务。”潘鸯鸯告诉记者，截至
2020年，我县共有持证社工 1685
人，其中取得国家级社会工作者职
业资格证书1029人。

记者 董秀燕

我国从2008年开始开展社会
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那时候，我县
考生需要赴省城杭州考试。那一年
我县甚至没有专门的部门单位协调
这事，所以参考者寥寥无几。一直
到2015年底，我县通过全国社会工
作职业水平考试人数仅31人。

2012年温州作为全国的试点
市，进行了市本级的工作者职业水平
考试。我县部分人获得了市一级的工
作者职业资格证。2016年市本级社
会工作者考试临时被叫停，我县考生
又只能通过国家级社会工作者职业水
平考试来增量。但这一年，县民政局
通过为考生购买教材和网课，免费发
放教材网课并进行考前交流辅导，并
实施一次性补助政策，一年通过考试

33人，实现历史性的突破。
到了2017年，随着社会工作者

概念的普及化和一系列优惠政策激
励，我县当年报考全国社会工作者职
业水平考试的新老考生共445人，其
中初级346人，中级为99人，比2016
年增加380人，增幅达85%。

“我们鼓励四十岁以下的公务员
及事业单位人员参考，但事实上各行
各业的人，包括社会民间组织的人、社
区、村两委的干部等，都积极加入了社
工考证的队伍。”永嘉县民政局社会工
作和慈善事业促进部是我县负责该项
工作的主要部门，主任潘鸯鸯介绍说，
为鼓励市民参考，每一年通过考试的
人都有一定的经济奖励，2018年后，
就固定了奖励标准，通过初级考奖励

1000元，通过中级考奖励2000元。
事实上，由于专业性强，每一年考试的
通过率都很低。“不到30%，但低通过
率并没有影响到报考率，尤其是2019
年温州设考场外，考试更方便了人数
也就更多了。”

2019年，我县报名参加全国社工
考试人数高达1499人，其中初级188
人，中级1170人，比2018年增加708
人，增幅达90%。最终考试通过人员
258人，其中初级238人，中级20人。

2020年，我县首设考场，赴考
人数也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1767
人，并且出现了1 人报考高级社工
工作师。通过考试人员446人，比
上年增加188人，增幅达73%，其中
初级395人，中级51人。

在刚刚过去的双休日（10月16-17日），

1702人涌入永嘉县实验中学，参加一年一度

的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在许多人

还不知道所谓社会工作者是个什么概念时，

这项国考在我县已呈热门状态，报考人数连

年大幅递增，相对应的，是其不到30%的通

过率。那么，这么难考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

参加考试呢？

今年考生走出考场今年考生走出考场 发财发财 摄摄

社会工作者是一种新职业 优惠政策激励下赴考人数屡创新高

我县目前共有持证社工1685人

原、被告在线参与，书记员无需记录，整个审判庭仅法官一人

AI法官助理“小智”助力庭审
实现庭审参与“一次不用跑”

今年1-9月，永嘉法院通过“金融智审”平台受理金融借款纠纷案件125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