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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近日， 海南省洋浦经济
开发区人民法院一条司法建议获得开
发区工委、 管委会相关领导的高度评
价， 并得到积极回应。

洋浦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发现， 由
于管委会法务工作机构和机制不完
善， 法务工作多头管理变成无人管
理， 导致一些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化
解， 为此建议在管委会设立专门的法
务工作部门， 尽快开展两个方面的工
作。 一是对政府部门对外经济交往活
动和处理搬迁安置等社会事务、 履行
社会管理职责过程中签订合同的效
力、 性质、 履行情况、 对开发区的利

弊影响重新评估， 必要时主动采取法
律应对措施； 二是对开发区成立以
来， 法院受理的以管委会、 管委会工
作部门、 派出单位为当事人的已结、

未结民事、 行政诉讼进行集中清理，

建立统一的诉讼档案， 在全面占有材
料的基础上对涉诉事务进行逐案评
估， 出具评估报告， 使有关领导和部
门全面掌握涉诉情况， 以便及时采取
法律应对措施， 防范司法风险。 建议
发出后， 相关部门决定采纳法院建议
成立法务工作部门， 并立即着手处理
涉法涉诉事宜。

近年来， 洋浦法院把司法建议工

作作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载
体， 要求法官不仅要执法办案， 还要
善于在执法办案中找出问题， 发现规
律， 提出建议。 今年以来， 洋浦法院
先后提出了完善开发区婚姻登记制
度、 建立行政首长应诉责任制一系列
司法建议， 有力促进了开发区社会管
理的规范和创新。 （林筱发）

评论： 司法建议是司法机关对在
司法活动中发现的、 不属于司法机关
处理的问题， 向有关机关或单位提出
的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当前， 我
国既处于经济发展期， 又处于矛盾凸
显期。 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 各种深

层次的矛盾会逐渐暴露。

人民法院作为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
重要职能机关， 通过审理、 执行案件，

介入社会矛盾既早且深， 往往能够清楚
地发现社会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 在此
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司法建议， 有利
于政府及有关方面及时创新举措、 堵塞
漏洞、 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因此， 人民
法院在审判、 执行工作中， 要把审理的
每一起案件、 化解的每一起纠纷放到社
会矛盾化解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高度去审
视， 对发现的普遍性、 典型性问题， 要
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 以司法
建议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裴颉）

洋浦司法建议成为“社会啄木鸟”

法治时评

荥荥

自今年
1

月以来，深圳市已累计查
出
45

例保障房申请造假者。 在深圳市
住房和建设局对第一批

20

名造假者开
出的“行政处罚预告通知书”中，处罚
内容仅为罚款

5000

元，三年之内不得
再次申请保障房。 对于这样的处罚决
定，网友质疑声强烈。 一些网友将处罚
戏称为“打屁屁”、“挠痒痒”。 一名搜狐
网友建议：“《刑法》中增设‘诈骗公共
福利罪’。 ”（

4

月
7

日《中国青年报》）

就目前而言， 全国各地正在加紧大规模
建设保障性住房，由于处罚“过于温柔”等原
因，造假者可能还会不断涌现，为遏制此类违
法行为，很多人认为，应加重处罚，增加造假
者的违法成本。笔者赞同这个意见，但并不主
张如醉驾、 飙车以及恶意欠薪等现象一样入
刑设立新罪，否则就是画蛇添足。

不可否认，刑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相对其他部门法而言， 调整和保护的利益具

有广泛性的特质， 即凡是其他部门法保护和调
整的社会关系， 最终都有可能需要刑法保护和
调整。在所有的法律制裁措施中，刑罚制裁最具
严厉性，以致很多人过于迷恋刑法的强制作用，

甚至萌发“一个万处罚不如一个入刑”等认识，

一旦遇到难题，随即想到增设某某罪名，加以威
慑，似乎增设新罪名，是一把万能钥匙，而刑法
具有最后手段性的特质， 正如德国法学家耶林
所说：“刑罚如双刃之剑

,

用之不得其当
,

则国家
与个人两受其害。 ”动不动就将刑法推向前线，

是立法依赖症的表现，浪费法律资源。

况且， 在我国刑法中， 对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
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已有相应罪名，即诈骗
罪。一些政协委员也提出建议，在法律、行政、经
济层面加大处罚力度， 对虚报信息骗取保障房
的要公布名单， 并以诈骗罪论处， 对审查不严
的、出卖公共利益的单位或领导以渎职罪论处。

如今，只需对相应法律法规进行完善，对构成
犯罪的骗取保障房行为，完全可以以诈骗罪论处，

何需增设“诈骗公共福利罪”来画蛇添足呢？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从药家鑫案看司法与民意
韩伟

随着药家鑫案一审的展开，这位年轻的钢
琴专业大学生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不仅
是他，连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玫瑾教授，和药
的不知名同学，都因发表和药有关的言论，而遭
致网友猛烈批判。在这一波的舆论当中，药家鑫
几乎到了人人皆曰该杀的地步。

笔者无意讨论药案本身， 而只是试图探
讨：在如此强大的舆论导向下，司法机关该如
何应对，进一步说，司法到底是否应该回应民
意？ 特别是在药家鑫案这样显然属于有重大
影响力的案件当中。

一般地讲，现代法律是一套专业性极强的
知识与话语系统，又或者说，它是由一套专业术
语包装起来的， 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的规则体
系，它反映了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 正因
为此， 有人就认为司法裁判这种专业性极强的
活动，必须要由司法机关独立完成，而不应受到
民众舆论的干预。

然而，回到中国的现实社会，不难发现这样
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就中国传统的法律观而
言，法律亦不外乎“情理”二字，传统的中国只有
兼理司法的行政官员，而不存在单纯的司法官。

行政官员专注的是一方安宁， 因此司法的导向

就是息事宁人，这样的裁判考量，必然会顾及到地
方民情，顾及到普通民众的感受，如果不顾民情，

恣意裁判，就可能引发普遍的不满。

就中国当代的政治社会现实而言， 司法也
必然需要回应民意。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不搞“三权分立”

式司法独立，换言之，中国特色的司法权并不能
完全独立，而是受到现有政治体制下的人大、行
政机关的监督与制约， 而人大与行政机关又有
民意生成的渠道，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民意必
然也会反映到司法中来。从另一方面说，法本乎
人情事理，司法的合理性也需要有民意作基础，

这也是司法获得正当性和权威性不可或缺的，

否则，司法裁判结果过度地背离民意，会引起极
大的争议，最终伤害司法的形象。 因此，司法必
须回应民意。

回到药家鑫案件，司法机关在认真听取回应
民意的同时，当然也需要考虑如何正确回应。对民
意的回应绝不是简单的依从， 而需要有更高的说
理技巧、司法智慧，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依据制度
和程序来有效回应， 这才真正符合现代法治的根
本要求，亦是司法对药案的应取之道。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文化研究中心）

处罚“骗取保障房”莫画蛇添足
乔子轩

4

月
3

日起，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小牛
坊村流动人口需持出入证出入， 村委会征收
每月

20

元的水费和卫生费。 租户认为，村委
会行为霸道。 该村流动人口办公室工作人员
称， 外来人口的水费和卫生费以前由村委会
垫付，现在垫付不起才开始收费。 “一个月收
20

元，相当于物业费，一点都不过分”。 （

4

月
5

日《新京报》）

“我的地盘我做主”，小牛坊村村委会敢于
向出入该村的流动人口征收“入村费”，想必就
是这么想的。 可是，这种逻辑讲得通吗？

如果没有出入证，或者没有人来接，谁也进
不了小牛坊村。租房的外来人口、送水卖菜的小
贩等可以去交费办证， 来小牛坊村走亲访友的
也可以让人来接，可是，仅仅是路过小牛坊的人
怎么办？ 难道他们也要去交费，或者让他们绕
过小牛坊村吗？

诚然， 外来人口到小牛坊村租房或者做
生意，会耗费村里的水、电等资源，也会增加
环境卫生等方面的负担， 但有些资源或服务
本来就是公共的， 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任何
人都可以享有，比如道路、环境等。 即使要收
取卫生等方面的费用， 也应该通过提供服务
者收取。比如入住某地的宾馆，当然要消耗当

地的资源，顾客也理应为此埋单，但这些应该包
含在住宿费中，当地政府不能另外收费。

小牛坊村称所收的费用“相当于物业费”，可
是物业费从来都是向业主收取的， 租房户也只与
业主存在合同关系。村里要收“物业费”，也应该找
房东。

即使是为小牛坊村的利益着想， 向流动人
口收“入村费”也未必划算。 因为收费抬高了市
场的门槛， 势必影响村里的房屋租赁市场以及
其他方面的消费。

人身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 这不仅意味
着非经法律程序不得限制或剥夺公民的行动自
由， 而且意味着公民有权在境内的任何地方自
由行动，除非私人领地、军事管理区或者其他依
法划定的管制区域。 因此，小牛坊村强收“入村
费”并办理“出入证”实际上侵害了外来人口的
宪法权利。

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制度， 农村的土地也是
集体所有， 但村民自治不能侵害村外公民的合
法权益， 集体所有的土地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国土———村外的公民虽然不能无偿地在集体
所有的土地上耕种、建设，但有权自由地出入。

而小牛坊村强收“入村费”与古时“山大王”的行
为并无二致，这种违法行为必须予以取缔。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强收“入村费”是对公民权利的侵害
盛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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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
申请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因丧失银行汇票一张，于

2011

年
4

月
2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 该票据丧失时间为

2010

年
7

月
18

日，票据记载：票面号码
为

ED/01 00061057

，金额为五十万元，出票人为申请人，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岛海瑞通科技工贸有限公司因丧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于

2011

年
4

月
6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丧失时间为

2011

年
3

月
25

日，票
据记载：票面号码为

GB/01 03062158

，金额为
3012000

元，出
票人为中钢设备有限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赛博皓乐商贸有限公司因丧失转账支票一张，

于
2011

年
4

月
6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
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丧失时间为

2011

年
3

月
28

日，票据记载：

票面号码为
06847031

，金额为
5437.52

元，出票人为亿世界（北
京）电子市场有限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铁十六局集团北京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因
丧失转账支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
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面号码为

1050113000525225,

金额为
9600

元（大、小写齐全），出票日期
2011

年
4

月
2

日，收款人未填
写，出票人、持票人同申请人，支付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通州支行，未经背书的中国建设银行转账支票遗失，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陈标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1

张
[

票据号为
DB/01

00011899

，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12

月
14

日，到期日为
2011

年
1

月
14

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6500

元，出票人为申请人陈标，

收款人为福建捷联电子有限公司
]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业已受理，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
条的规定，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

福建
]

福清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福建省联盛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因编号为

GA/01

07191236

、票面金额为
200000

元、出票人为泉州市开元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绵阳华瑞汽车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

月
28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1

年
7

月
28

日，付款行为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南支行，持票人为福建省联盛纸业有
限责任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
的规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

福建
]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福建省联盛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因编号为

GA/01

07188561

、票面金额为
140000

元、出票人为泉州市金太阳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福建华泰包装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

月
5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1

年
7

月
5

日，付款行为泉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鲤城支行，持票人为福建省联盛纸业有限
责任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的
规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福建
]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福建省建瓯市闽芝物资有限公司持有银行承兑汇

票壹张，汇票号码为
40200051 00342515

号，出票人是福建省
建瓯市闽芝物资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人民币贰佰贰拾肆万元

整，收款人为福建省闽东一汽销售有限公司，付款行福建省建
瓯市农村信用联社，汇票签发日期为

2011

年
3

月
15

日，到期
日期为

2011

年
9

月
14

日，背书人为福建省闽东一汽销售有限
公司，现申请人因丢失该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
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福建
]

建瓯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珠海市白兔陶瓷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
票据记载：（票号

GA/01 01209342

、金额
713066.40

元、出票人
东莞市越华贸易有限公司、出票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东莞城区支
行，持票人为珠海市白兔陶瓷有限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广东
]

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威海同力计算机工程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支行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丢失，向我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票号为

EA/

01 01742161

，金额为壹拾伍万元整，出票人南昌方正包装有限公
司，收款人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我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江西
]

新建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郓城县三德木业有限公司因不慎将浦发苏州分行

营业部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

02662116

，票面金额

叁万柒仟伍佰贰拾伍圆整， 出票人苏州安特实业有限公司，收
款人苏州市新创木业包装箱厂， 出票日期

2011

年
1

月
19

日，

到期日
2011

年
7

月
19

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

江苏
]

苏州市平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雪亮电器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民生银行

苏州分行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
载：票号

GA/01 01195692

，票面金额
50000

元，出票人常熟市美
丽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收款人江苏雪亮电器机械有限公
司，到期日

2011

年
8

月
25

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

江苏
]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雪亮电器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民生银行

苏州分行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
载：票号

GA/01 01195693

，票面金额
50000

元，出票人常熟市美
丽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江苏雪亮电器机械有限公司
中，到期日

2011

年
8

月
25

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

江苏
]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沂市金沂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
记载：票号

03741700,

金额
20

万元整，出票人乌海市中科宝诚
煤业有限公司、付款行农行乌海狮城支行，收款人乌海市凯源物流
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开户行农行乌海狮城支行。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

内蒙古
]

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一研究所因遗失华夏

银行青岛威海路支行承兑汇票一张
(

出票人为寿光市联盟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汇票号码为：

GA/01 01593765

，出票日期为
2009

年
8

月
20

日、到期日期为：

2010

年
8

月
20

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

万元
)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山东
]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汾市五交化（集团）尧达电器有限公司因不慎遗

失兴业银行太原分行签发的票号为
30900051----02332043

（票面金额
50

万元整，出票人山西超帆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
大同市城区耀华轮胎经销部）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山西
]

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平罗县富瑞达煤业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中国银行太

原漪汾支行营业部签发的票号为
DB/01 04671240

（票面金额为
100

万元整，出票人山西金谷源轿车修配有限公司，收款人上海
上汽大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

山西
]

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北三丰智能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

汇票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 该票据记载：号码为

GA/01 02445787

，票面金额为壹拾万
元整，出票人为太原市久诚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宝鸡华山
工程车辆有限责任公司，背书人为宝鸡华山工程车辆有限责任
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湖北三丰智能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支付银行为民生银行西安分行，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10

月
19

日，到期日期为
2011

年
4

月
19

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

陕西
]

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

CB

01

×××

人民法院
不予确认决定书（决定不予确认用）

（

××××

） 调确字第
××

号

申请人： （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申请人： （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本院于年月日受理了申请人 关于确认调解协议的
申请。 本院依法指定审判人员审查此案， 现已审查完毕。

经审查， 申请人 于年月日关于纠纷达成的调解
协议， 因 （写明不予确认理由）， 不符合人民法院确认调解协
议的条件。 据此， 本院作出如下决定：

对申请人 于年月日达成的调解协议效力不予确认。

当事人可以通过人民调解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
协议， 也可以就相关纠纷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当事
人之间有仲裁协议的， 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审判员
年月日

（院印）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

司法确认申请书
申请人： （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申请人： （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申请人 因 纠纷， 于 年月日经 （调解组
织） 主持调解， 达成了如下调解协议：

（写明调解协议内容， 或者将调解协议作为附件）

现请求
×××

人民法院依法对上述协议予以确认。

申请人出于解决纠纷的目的自愿达成协议， 没有恶意串通、

规避法律的行为； 如果因为该协议内容而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愿
意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其他法律责任。

此致
×××

人民法院
附： …… （人民调解协议书及有关证明材料

)

申请人
×××

（签章）

申请人
×××

（签章）

年月日

编者按： 为正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

统一文书样式， 最高人民法院制作了相关文书样式四篇， 供各地法院使用。

×××

人民法院
受理通知书（受理司法确认申请用）

（

××××

） 调确字第
××

号
（申请人）：

你请求本院确认调解协议的申请已收到。 经审查， 你的申请
符合条件， 本院决定受理。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申请人应当积极配合本院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 应当按
照要求提供相关材料， 如实回答问题；

二、 在本院作出是否确认的决定前， 申请人有权撤回司法确
认申请；

三、 如果本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 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
或者未全部履行的， 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如果本院决定不予确认调解协议效力， 当事人可以通过人民调解
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 也可以就相关纠纷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当事人之间有仲裁协议的， 可
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四、 其他：

年月日
（院印）

×××

人民法院
确认决定书（决定确认用）

（

××××

） 调确字第
××

号

申请人： （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申请人： （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本院于年月日受理了申请人 关于确认调解协议的
申请。 本院依法指定审判人员审查此案， 现已审查完毕。

申请人 因 纠纷， 于 年月日经 （调解组
织） 主持调解， 达成了如下调解协议：

（写明调解协议内容）。

本院现依法确认上述协议有效。 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调解协
议的约定自觉履行义务。 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
的， 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本决定书自即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年月日

（院印）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