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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宁法院———

□

本报记者赵兴武
本报通讯员汪来喜

荨

南京市雨花台区法院的法官为
调解劳动争议案件走访企业， 了
解情况。

徐高纯摄

全国模范法官、 南京市玄武
区法院锁金村法庭庭长高伟在调
解交通肇事案件。

徐高纯摄
荩

江苏省南京市法院在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中， 把诉讼调解与社会调解对接作为促进社会矛盾有效化解的
重要途径和方法， 从完善制度和强化组织建设入手， 不断拓展对接范围， 提升调解效果， 取得了显著成
绩， 一大批矛盾纠纷得到妥善化解。

□

本报记者赵兴武本报通讯员汪来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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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诉调对接结出无数和谐果

南京———

全面诉调对接

下关———

调解室唱大戏

□

本报记者赵兴武本报通讯员汪来喜
2007

年
10

月， 南京市首家由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下设的工作室在下
关法院挂牌成立。 近三年来， 工作室以便民、 快捷、 低成本、 灵活、 亲
和的运作模式得到当事人的好评。 不久前， 该经验被省高院推广。

□

认真调研， 组建成立工作室南京法院不断加大诉调对接工作力度， 全力提升调解效果， 今年上半年， 全市诉外共接受调处矛盾纠纷
8627

件，调解成功
6044

件，一大批矛盾纠纷得到妥善化解，诉调对接结出了和谐之果。

近几年来， 下关区有大量矛盾纠
纷涌进法院， 法院人少案多矛盾进一
步突出。

下关法院领导经过调研认为，

诉调对接的本质意义是民间调解、

社会调解与司法审查确认之间的协
调与衔接， 加强诉调对接工作的重
要途径， 是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基
层法院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 引导
群众更多地选择调解方式解决纠

纷，为群众提供公正、便捷、经济的纠
纷解决方式。

在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 区法院与
区司法行政机关共同出台了工作意见和
方案， 明确人民调解工作是区人民调解
委员会设于法院的派出机构， 并就工作
任务、总体目标、工作职责及流程进行了
规定。 工作室聘请

3

名退休资深司法工
作者担任调解员， 配备

2

个标准化人民
调解室。

□

建章立制， 诉调有效衔接
工作室工作职责规定受案的类型

包括第一次起诉的离婚纠纷、 解除收
养关系、抚养关系纠纷、抚育费、扶养
费、赡养费纠纷以及群体性、涉诉涉法
和牵连性纠纷等

10

种类型。

该院设置规制流程，即各类纠纷通
过立案庭接待引导、当事人申请、其他
调解组织移交等渠道引入人民调解室
调解。 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出具人民调
解协议书，当场履行。 不能即时履行的，

经立案庭立案后移交速裁组， 出具调解书
予以确认。在调解案件减半收费的基础上，

再行减收
30%

的诉讼费用。 不能达成调解
协议的，经当事人起诉，可进入速裁程序裁
决，也可移交审判庭纳入普通审理程序。此
外， 根据实际需要重新设计、 规范文书样
式，简化程式，易于操作，缩短了人民调解
员在记录和制作文书上的时间耗费。 经过
探索与整合， 实现了人民调解与人民法院
立案、速裁、审判的有效链接。

□

发挥优势， 解决难点问题

精心推动诉调对接

广泛覆盖， 民调组织无处不在
那几天， 家住南京秦淮区秦虹小

区的
75

岁的张大爷遇到了烦心事，

3

个子女因赡养问题与张大爷发生矛
盾。 事发当天， 社区居委会主任便上
门来调解， 最后在法院保护老人合议
庭、 居委会主任共同努力下， 这起赡
养纠纷案得到圆满解决。

在秦淮， 由法院领导、 保护老年
人合法权益合议庭、

74

个社区居委
会与村委会共同组成的老年维权三级
网络， 上下联动， 共同担当着涉老案
件的维权和化解工作， 使许多涉老纠
纷不出社区就得到解决。

在南京各个区县， 类似秦淮这
样的民调组织已经花开遍地。 最具
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是鼓楼区。 全区
7

个街道， 每个街道有一个调解委
员会；

92

个社区、 每个社区有一个
调解中心； 每一栋楼有一位民调信
息员， 全区共有

2500

多名信息员。

与此同时， 法院还与区司法行政、

公安、 工会、 交通、 劳动、 卫生等
单位和部门对接， 搭建诉调对接工
作平台， 对劳动争议、 交通事故、

婚姻家庭、 医患纠纷、 土地承包、

物业管理等矛盾纠纷进行专业化调
解， 使化解矛盾纠纷的社会调解组
织无处不在。

统计数据显示， 全市
700

多个社
区近百个乡镇， 个个都建立社区调解
中心， 建立各类诉调对接组织近百
个， 涵盖范围由民事审判领域拓展到
行政、 刑事审判和执行领域， 调解范
围涉及矛盾纠纷的方方面面。

各方协统， 合力化解矛盾纠纷
不久前， 南京某物业公司王某和

公司因加班费起纠纷被辞退。 王某诉
至玄武法院。 案件的结果既直接关系
到其他几十名工人的权益， 又关系着
劳资双方的关系， 进而影响企业的正
常经营。 审理此案的法官决定先将此
案交由来自工会的特邀调解员协助调
解。 特邀调解员主动上门与双方协
商， 双方最终达成协议。 之后， 法官
又从完善和规范企业管理、 和谐劳资
关系方面向企业提出司法建议， 企业
认真吸收司法建议积极整改， 使企业
劳资关系得到有效改善。

对劳动争议纠纷， 市中院专门制
定下发了《关于贯彻建立劳动争议
“五位一体” 调解机制意见的通知》，

主动加强与司法行政、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工会
组织的沟通协调， 构建劳动争议案件
“五位一体” 大调解机制， 促进了此类
纠纷的妥善化解。 今年上半年， 全市
劳动争议纠纷调解撤诉量为

66.99%

。

根据受理案件的特点， 选择相关
职能部门和社会调解组织协助调解，

是南京法院积极开展诉调对接的方法
之一。 比如， 对婚姻家庭、 土地承包
案件等， 市法院先后与市妇联、 市农
工办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委托妇
联组织调解婚姻家庭案件的实施意
见》、 《关于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
调处工作的意见》， 将婚姻家庭土地
承包直接纳入诉调对接的范围， 使此
类案件的调解成功率达到

60%

以上。

而对于敏感性强、 社会关注度

高、 涉及群体性利益等矛盾易激化的纠
纷， 他们将其全部纳入诉前调解、 协调
的范围， 并根据纠纷的具体情况邀请党
政机关、 相关社会调解组织共同协助解
决。 目前， 全市两级法院与

21

家基层
人民法庭均设立了人民调解工作室， 社
会调处中心、 司法行政机关共向人民调
解室派驻

46

名专职人民调解员和
9

名
兼职人民调解员。

制度保障， 确保对接有效
为保证诉调对接的顺利开展， 近几

年来， 南京中院先后出台了多项进一步
深化诉调对接工作的意见， 形成了良好
的对接工作机制：

———工作衔接机制。 近三年来， 全市
法院严格依照规定， 依法认定人民调
解、 行政调解等协议的效力， 及时采取
有效执行措施， 共审结涉及人民调解协
议的民事案件

498

件， 维持人民调解协
议

422

件。

———经费保障机制。 全市法院与司
法行政部门加强沟通协调， 积极向党
委、 人大、 政府、 政协及有关方面汇报
或通报诉调对接情况， 共同争取对诉调
对接工作的财政支持， 使诉调对接所需
的经费得到落实。

———工作指导机制。 各法院和人民
法庭以组织培训、 发放资料、 组织观摩
和交流研讨等积极做好对人民调解员的
业务指导工作。

———考核激励机制。 市委对诉调对
接的组织建设、 人民调解工作室建设、

经费保障等方面提出明确具体要求， 并
将诉前调解率、 起诉率等指标纳入社会
治安综治考核。

今年上半年， 江宁区法院各项审
判质效考核位居全市前列， 特别是在
化解群体性矛盾纠纷、 信访息访方面
更加突出。 对此， 该院干警一致认为，

诉调对接工作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区委下文派驻矛盾化解员
2009

年
9

月， 江宁区委专门下
发了《关于各街道办事处向区人民法
院派驻矛盾化解员的实施意见》， 文
件对派出矛盾化解员的资格、 名额、

工作职责以及矛盾化解员的任免、 管
理、 培训、 考核等做出了明确规定要
求。 全区共向法院

5

个人民调解工作
室派出人民调解员

13

名， 直接接受
法院委托调解案件。

为保障人民调解工作室建设的规
范化， 法院与相关部门会签文件， 明
确了人民调解工作室的工作流程、 工
作职责和工作方法。

2009

年，

5

个人
民调解工作室共受理案件

5448

件，

结案
3655

件， 调解达成协议的
1901

件， 调解不成终结转诉讼的
1754

件，

诉前有效化解了一大批矛盾纠纷。

构建纵横诉调对接网络
区法院有针对性地聘任了一批特

邀调解员， 包括常驻庭进行调解案件
和指导调解的

22

名人民陪审员、

10

名
工会干部和

15

名街道劳动保障所仲裁
员、

193

名妇联干部、

22

名交通警察。

与此同时， 建立五个对接平台， 即与
公安交警部门、 区劳动保障部门、 总
工会、 辖区内各社区调委会、 区农村
工作办公室等部门建立对接工作机制，

促进了矛盾纠纷的化解。

该区位于城郊结合部， 交通事故
案件占全市法院近三分之一。 此类案
件调处难度大， 矛盾易激化。 该院在
诉调对接中， 建立交通事故巡回审理
法庭， 探索建立交通事故案件审理对
接新机制， 使案件的调解率达到

70%

以上。 该院交通事故巡回审理与诉调
对接的经验被省高院转发。

分类指导提高调解能力
他们采取四条措施， 实施全面不

间断指导。

———实施“一对二” 对口指导。

利用立案调解、 案件速裁工作室与人
民调解工作室人员合署办公条件， 明
确

1

名法官指导
2

名人民调解员结
对， 及时解答矛盾化解员遇到各类法
律难题。

———专业化审理与专门指导。 发
挥道路交通事故赔偿、 劳动争议、 婚
姻家庭、 房地产专业合议庭的优势，

由各专业合议庭人员培训， 分门别类
地对调解员进行专业指导。

———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一
方面邀请各类专业调解员走进法庭，

旁听法官庭审和调解； 另一方面， 审
判员作为调解员主动深入基层调解组
织指导调解。

———将对个案指导贯穿委托调解
始终。 对于委托特邀调解员调解的案
件， 放手但不放任， 即在委托前由法
官帮助调解员理清调解思路和方向，

然后交由调解员去调解， 对第一次不
能调结的案件， 由调解员与法官进行
会诊， 拟订方案后再进行调解， 以帮
助调解员提高法律知识和技巧。

下关法院院长许小真说， 人民调解
工作室是区域性调解组织的派出机构，便
于与各种行政职能部门、民间组织协调和
联系，形成化解矛盾的合力。

而对于一些特殊类型的纠纷， 更
适宜通过非诉讼、 人民调解的方式加
以解决的纠纷， 他们充分发挥人民调
解工作室的优势和作用， 解决难点问
题。

老上访户刘某因家庭矛盾导致的

房产纠纷一案，原审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之后刘某反悔上访。法院审查认为，原审
调解程序、实体都没有问题，但刘某又确
实存在无房居住的实际问题。 此案如依
法进行，不符合立案条件，难以通过司法
途径解决。 该案由人民调解工作室接手
后，进行诉讼外协调，经与相关部门多次
协商，最终解决了刘某的住房问题，促使
双方就住房问题达成新的协议并通过司
法程序确认。

本院于
2010

年
6

月
17

日受理了申请人上海佛罗
英经贸有限公司对其遗失的

2010

年
4

月
29

日在叙利
亚拉塔基亚签发、 承运船舶为“

CS TINA

”、 编号为
NIDA06000

的全套正本提单的公示催告申请， 依法办
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于

2010

年
8

月
9

日依法作出（

2010

）沪海法催字第
3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起，

申请人上海佛罗英经贸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
支付。 上海海事法院

尚馥星：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肇源县阳光购物广场、

尚馥星诉被上诉人大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
同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09

）庆立
商终字第

14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英军：本院受理原告高英丽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一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
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
院。

[

辽宁
]

开原市人民法院
孙平：本院受理原告马春生与你等四被告船舶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
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于

2010

年
6

月
2

日受理了申请人杭州萧山浙
通物资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
手续。 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

2010

年
8

月
10

日依法作出（

2010

）甬慈催字第
79

号民事判决
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杭州

萧山浙通物资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

浙江
]

慈溪市人民法院

深圳市远动海洋工程公司：本院受理江苏泛洲船务
有限公司诉你公司海上拖航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船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天津海事法院

刘树春；楼鹏飞；李俊宝；陈海明；赵云良；周勇；王
君；王林富；朱红强；冯晶晶；张帆；张亚威；王振波；曾建
峰；王利刚；徐绍宽；何正茂；杨建军；吴学严；周勇军；邢
建明；宫俊生；林俊有；朱品荣；蔡友会；刘海；杨开顺；李
建樑；陈丹；陈志强；林康生；陈果香；董艳松；项顺全；戚
穴平；谭玲；杨洁；沈群科；黄安全；江伟；胡传建；范思
敏；赵闯；岐伯乐；汤云莉；刘嘉伟；申书祥；王楠；黄更
生；曾凡兵；项军；向荣；刘跃祥；杨本福；刘洪洋；曹永
顺；李伟；刘丹；张炎；廖新强；梁轶德；南东郎；刘武军；

潘鸿如；徐爱；顾燕萍；胡晓华；李建华；贾玉柱；吴开润；

刘顺祥；邓光伟；马杰；王振华；邓建平；沈辉；吕小惠；关
鑫；宋平；汪瑕；薛洪爱；周群；许晓鸣；黄文军；刘兵；王
玉路；刘新彪；杨林；金珠；李岩；常德海；孔万荣；李兰；

肖加兴；张开国；贡涛；陈庆九；刘武江；张英；孙光杰：本
院受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分
别诉你们信用卡纠纷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诉状须知、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
2010

年
11

月
20

日上午
9

时
50

分在本院第二十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陈丽丽；吴亦农；顾建朱；师红斌；石子龙；蔡酉鹏；

蒋忠；金建军；马亚存；赵伟；李一晶；孙方涌；孙红；胡静
标；李文道；张定贤；韦荣梅；彭霖；段毅俊；周宝守；侯秦
龙；王彩仙；吴琳；高传滨；陈亮；毛献禄；胡宝安；耿林；

刘勇；黄婧；邝金晖；王苍松；蔡福将；洪梅；桂志；张颖
建；邬银海；国秀斌；黄本艳；张壮元；赵景波；钟琦；陈兴
国；蔡红星；毛骁；王伟；郑刚；杨健健；廖志海；张志文；

林国桓；王刚；沈家林；王志坚；王宝增；谭宏；雷晓红；石
志林；李广晨；赵超群；蔡存香；陈新君；陈中华；张猛；罗
国良；刘震旦；钱慧萍；丁运香；孟庆莲；朱群海；董艳林；

邓自森；马建功；何云龙；龚建军；景殿忠；王飞云；奚可
山；安可钢；董鉴张；刘欧；孙柏松；王必委；王明春；杨应
兰；李凯文；陈燕；李静源；张敏；叶武兵；丁哲赫；付志
文；李德军；李福生；马海强；赵英；郑卫光；江义兵；李建
松；刘勇：本院受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用卡中心分别诉你们信用卡纠纷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状须知、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

2010

年
11

月
20

日上午
10

时在本院第二十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幕朝龙、李春子：上诉人陈玉兵就

2009

奉民一（民）

初字第
3735

号判决书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上诉状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逾期将依法审理。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邓跃进： 本院受理原告湖南新兴科技有限公司、深

圳富地园实业有限公司、 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深
圳市华天海运有限公司、郑永龙、邓跃进诉广州宏光实业
有限公司、第三人华天海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人广州宏光实业有限公司提
交的上诉状，内容为“一、撤销（

2005

）深中法民四重字第
3

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将第四项改判为：华天实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广州宏光实业有限公司返还股权转让
款人民币

1495623.56

元以及自华天集团占用该资金之日
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一、二审全部诉讼
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姜万通：本院受理原告蔡士杰诉被告你、段利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

参加诉讼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 并定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上午
1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乡法
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广东
]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海南建方实业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海南昌茂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海南昌华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第
三人你司许可执行纠纷一案，已审理完毕并作出（

2009

）

海中法民一初字第
28

号民事判决书。海南昌茂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因你司下落不明，无法向你司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现向你司公告送达
本案的民事上诉状副本及上诉案件答辩通知书。原告海
南昌茂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

1

、撤销（

2009

）

海中法民一初字第
28

号民事判决书；

2

、 本案的诉讼费
由被上诉人承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
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杜传福：上诉人史德娟就（

2009

）海民初字第
447

号
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

黑龙江
]

海林市人民法院
徐晓光、李育红：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有限公司

唐山京唐港支行诉唐山华科冶金轧辊有限公司及徐晓
光、李育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徐晓光、李育红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
2010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本院民三
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孙松周、李社英：本院受理原告张家界市永定区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告孙松周、李社英、胡绍宏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 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湖南
]

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
角顺英：上诉人范丽云就（

2009

）盘法民一初字第
1535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
诉状副本。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逾期将依法
审理。

[

云南
]

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
李发梅： 本院受理原告丁炳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公民代理须知、离婚
案件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周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浙江
]

慈溪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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