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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来稿请注明

查询投诉建议请发短信
13522342675

承办法院和法庭、承办法官和电话、当事人手机号（手机短信会自动告知您公告
刊登信息）、来款方式（邮局或银行汇款）、汇款单号。

■

如需发票请注明：付款单位、收件人、邮编地址。 （传真
010-67550925

）

■

汇款单上应注明：

××

省
××

法院、当事人（

××

诉
××

）和电话。

■

地址：

100062

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北里西区
22

号法院公告部
■

北京银行光明支行账号
0109 0378 6001 2010 9025 661

户名：人民法院报社
■

通过邮局汇款的传真稿件请拨
010-67114866

传真后拨
67550871

确认
通过银行汇款的传真稿件请拨

010-67176744

传真后拨
67550873

确认
■

询问传真稿件是否收到的手机短信句式：（发至
13522342675

）

×

日传真至（

67114866

或
67176744

）的
××

诉
××(

或当事人
)

公告稿件
是否收到？

××

人民法院
■

公告咨询：

010-67550885\6\7

投诉：

010-67550860

投诉邮箱
fygg@rmfyb.cn

■

刊登办法和查询请登陆中国法院网
www.chinacourt.org/fygg/

法院公告栏
■

对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当事人，公告刊登费用可以减免（来稿须附法院司法救
助通知书）

■■

来稿来款
20

天未见报请主动与我们联系
■■

样报直接寄承办法官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北里西区
２２

号（南区）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６２

法院公告咨询：（

０１０

）

67550885\6\7

法院公告传真：（

010

）

67114866

广告咨询：（

０１０

）

67550870

广告传真：（

010

）

67195418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崇工商广字第
００４７

号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零售：每份
0.90

元印刷：

包宏生：本院受理原告马鞍山市润通冶金材料有限公司与
你、马钢集团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

）雨民二初字第
00408

号民
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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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

安徽
]

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芜湖市富大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南洋塑料

化工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

2011

）鸠民二初字第
0004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

安徽
]

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
黄丽霞： 本院受理原告曾锋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

）良民一初字第
664

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准予原告曾锋与被告黄丽霞离婚。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广西
]

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法院
MAGNUS RAGNARSSON LUNDGREN

：本院受理原告
苏少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

2010

）西民一初字第
228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广西
]

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
焦同峰：本院受理原审原告大庆市萨尔图区金三环经贸有限公

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

2010

）萨商再字第
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黑龙江
]

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
孙翠：本院受理原告张洪亮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州永民初字第
40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原告与你离婚。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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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

黑龙江
]

肇州县人民法院
徐建民：本院受理上诉人孙梅与被上诉人姜令军、原审被

告徐建民、姜玲芝许可执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

2011

）齐民一终字第
12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佟国海：本院受理原告贾连树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富裕民初字第
1216

号民
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黑龙江
]

富裕县人民法院
吴彬、吴向永、邵秋菊：本院受理的你们与鸡西市城子河区

晨兴中学、吴天伟身体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

2011

）鸡民终字第
70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三
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
送达。 黑龙江省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显文：本院受理原告曹树侠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海红民初字第
12

号民事
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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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黑龙江
]

海伦市人民法院

马福利：本辽以理原告孙凤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海红民初字第
11

号民
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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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黑龙江
]

海伦市人民法院
韩振林：本院受理原告赫秀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缺席

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望民一初字第
2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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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

黑龙江
]

望奎县人民法院
高洪岩：本院受理原告赵井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缺席

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望民一初字第
3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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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

黑龙江
]

望奎县人民法院
藏春香：本院受理原告张勇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缺席审

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望民一初字第
26

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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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

黑龙江
]

望奎县人民法院
刘红：本院受理原告邢广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缺席审

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

）望民一初字第
215

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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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

黑龙江
]

望奎县人民法院
李全玲：本院受理上诉人郑咨与被上诉人海林市房地产管

理办公室、原审第三人李全玲不服房屋行政登记一案，已审理
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牡行终字第
5

号行政判
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
审判决。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金友：本院受理原告杨晓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申请撤
回起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东民初字第
54

号民
事裁定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

黑龙江
]

佳木斯市东风区人民法院
孙桂霞：本院受理的申请再审人宁波五龙潭蔬菜食品有限

公司与被申请人孙桂霞计算机网络域名侵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

）黑中民商再字第
7

号民
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志国、陈静：本院受理孙世虹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0

）五民初字第
39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黑龙江
]

五大连池市人民法院
马洪恩：本院受理初长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牡民初字第
8

号民事判决
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八五一
O

审判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法院
王保华： 本院受理左兴强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牡民初字第
7

号民

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八五一
O

审判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
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法院
刘艳萍：本院受理安明群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河民初字第
60

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已依法判决准予原告安明群与被告刘艳萍离婚。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湖北
]

老河口市人民法院
洪代云：原告李涛诉被告洪代云借贷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章民二初字第
007-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黄金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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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赣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江西
]

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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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委托执行工作， 维护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 结合司法实
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执行法院经调查发现被
执行人在本辖区内已无财产可供执
行，且在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内有
可供执行财产的， 应当将案件委托异
地的同级人民法院执行。

执行案件中有三个以上被执行人
或者三处以上被执行财产在本省、自
治区、直辖市辖区以外，且分属不同异
地的，执行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报
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后可以异地执
行。

第二条案件委托执行后， 受托
法院应当依法立案， 委托法院应当在
收到受托法院的立案通知书后作委托
结案处理。

委托异地法院协助查询、冻结、查
封、 调查或者送达法律文书等有关事

项的， 受托法院不作为委托执行案件
立案办理，但应当积极予以协助。

第三条委托执行应当以执行标
的物所在地或者执行行为实施地的同
级人民法院为受托执行法院。 有两处
以上财产在异地的， 可以委托主要财
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执行。

被执行人是现役军人或者军事单
位的， 可以委托对其有管辖权的军事
法院执行。

执行标的物是船舶的， 可以委托
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执行。

第四条委托执行案件应当由委
托法院直接向受托法院办理委托手续，

并层报各自所在的高级人民法院备案。

事项委托应当以机要形式送达委
托事项的相关手续，不需报高级人民法
院备案。

第五条案件委托执行时，委托法
院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委托执行函；

（二）申请执行书和委托执行案件
审批表；

（三）据以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副
本；

（四）有关案件情况的材料或者说
明， 包括本辖区无财产的调查材料、财
产保全情况、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生效
法律文书的履行情况等；

（五）申请执行人地址、联系电话；

（六）被执行人身份证件或者营业
执照复印件、地址、联系电话；

（七）委托法院执行员和联系电话；

（八）其他必要的案件材料等。

第六条委托执行时，委托法院应
当将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被执行人
的异地财产， 一并移交受托法院处理，

并在委托执行函中说明。

委托执行后，委托法院对被执行人
财产已经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
的，视为受托法院的查封、扣押、冻结措
施。 受托法院需要继续查封、 扣押、冻
结，持委托执行函和立案通知书办理相
关手续。 续封续冻时，仍为原委托法院
的查封冻结顺序。

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的有效期
限在移交受托法院时不足

1

个月的，委
托法院应当先行续封或者续冻，再移交
受托法院。

第七条受托法院收到委托执行
函后，应当在

7

日内予以立案，并及时
将立案通知书通过委托法院送达申请

执行人，同时将指定的承办人、联系电话
等书面告知委托法院。

委托法院收到上述通知书后，应当在
7

日内书面通知申请执行人案件已经委
托执行，并告知申请执行人可以直接与受
托法院联系执行相关事宜。

第八条受托法院如发现委托执行
的手续、材料不全，可以要求委托法院补
办。 委托法院应当在

30

日内完成补办事
项，在上述期限内未完成的，应当作出书
面说明。委托法院既不补办又不说明原因
的，视为撤回委托，受托法院可以将委托
材料退回委托法院。

第九条受托法院退回委托的，应当
层报所在辖区高级人民法院审批。高级人
民法院同意退回后， 受托法院应当在

15

日内将有关委托手续和案卷材料退回委
托法院，并作出书面说明。

委托执行案件退回后，受托法院已立
案的，应当作销案处理。 委托法院在案件
退回原因消除之后可以再行委托。确因委
托不当被退回的，委托法院应当决定撤销
委托并恢复案件执行，报所在的高级人民
法院备案。

第十条委托法院在案件委托执行
后又发现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应当及时告
知受托法院。受托法院发现被执行人在受
托法院辖区外另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
直接异地执行，一般不再行委托执行。 根
据情况确需再行委托的，应当按照委托执
行案件的程序办理，并通知案件当事人。

第十一条受托法院未能在
6

个月
内将受托案件执结的，申请执行人有权请
求受托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提级执行
或者指定执行，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立案
审查，发现受托法院无正当理由不予执行
的，应当限期执行或者作出裁定提级执行
或者指定执行。

第十二条执行法院赴异地执行案
件时，应当持有其所在辖区高级人民法院
的批准函件，但异地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和
查封、扣押、冻结等非处分性执行措施的
除外。

异地执行时， 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
况，请求当地法院协助执行，当地法院应
当积极配合，保证执行人员的人身安全和
执行装备、执行标的物不受侵害。

第十三条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对辖
区内委托执行和异地执行工作实行统一
管理和协调，履行以下职责：

（一）统一管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
辖区的委托和受托执行案件；

（二）指导、检查、监督本辖区内的受
托案件的执行情况；

（三）协调本辖区内跨省、自治区、直
辖市辖区的委托和受托执行争议案件；

（四）承办需异地执行的有关案件的
审批事项；

（五）对下级法院报送的有关委托和
受托执行案件中的相关问题提出指导性
处理意见；

（六）办理其他涉及委托执行工作的
事项。

第十四条本规定所称的异地是指
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外的区域。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内的委托执行，由各高级
人民法院参照本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
定具体办法。

第十五条本规定施行之后， 其他
有关委托执行的司法解释不再适用。

近日，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了解
到， 加强涉诉信访工作的“五项制度” 已经出
台， 该“五项制度” 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开展案件信访评估预防工作的若干意见》、《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涉诉信访案件有关事项通
报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和完善多
元化解涉诉信访机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涉诉信访案件约期接谈的规定》及《人民法
院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除最后一项已于去
年下发各地法院外， 其余四项制度也于

4

月正
式下发。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完善涉诉信访工
作长效机制， 进一步加强涉诉信访源头治理方
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也是最高人民法院贯彻落
实院党组和王胜俊院长对涉诉信访工作“四个
必须” 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

为宣传“五项制度” 的内容、 制定的背
景、 意义及今后如何监督落实等情况， 指导各
地法院正确实施“五项制度”， 赢得人民群众
对法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记者就“五项制
度” 制定出台的相关情况专程采访了最高人民
法院立案一庭有关负责人。

问： 请问“四个必须” 的具体内容是什
么， 对指导当前涉诉信访工作有何意义？

答： 最近， 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在总
结多年来涉诉信访工作经验基础上批示指出：

“做好涉诉信访工作， 必须强化群众观念， 必
须坚持源头治理， 必须建立长效机制， 必须工
作重心下移”。 “四个必须” 全面而深刻地揭
示了人民法院涉诉信访工作的内在规律， 系统
总结和提出了当前涉诉信访工作的基本要求，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人民法院涉诉信访
工作的指导方针， 也是必须遵循的工作思路、

方法和要求， 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意义。

问： 请介绍一下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出台
“五项制度” 的背景、 过程。

答： 涉诉信访工作是法院审判工作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人民法院发挥社会管理职

能的一个重要方面， 是人民法院切实解决群众信
访问题、 维护群众利益、 维护社会稳定、 “为大
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 的重要渠道。 胡锦涛总书
记在今年全国“两会” 期间会见江苏代表团代表
时就信访工作发表重要讲话， 温家宝总理在年初
考察国家信访局工作时就信访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对做好信访工作多次
提出要求， 中央其他相关领导也就信访工作作出
了重要指示， 要求采取有效措施， 完善并创新信
访体制机制， 紧抓源头治理， 畅通信访渠道， 反
映好群众意见， 维护好群众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高度重视， 积极组织落实
中央有关精神。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王
胜俊先后作出多次批示；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
记、 常务副院长沈德咏也批示要求认真学习领会
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精神， 做好涉诉信访工作； 最
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景汉朝也要求按照党中央指示
及院党组的部署，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尽快出
台具体制度， 完善人民法院涉诉信访工作的长效
机制， 靠制度解决涉诉信访突出问题， 努力实现
涉诉信访的源头预防和化解。

今年以来， 最高人民法院深入实际， 广泛调
研， 多次组织召开研讨会， 就总结完善已有机
制、 创建新机制进行讨论、 座谈， 全国各高级人
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各部门均参与其中。 经过
反复论证并经数次修改， 最后经最高人民法院院
党组审议并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
过， 最终形成了现在的“五项制度”。

问：“五项制度” 的主要内容以及最高人民法
院制定“五项制度”的目的、意义是什么？

答：首先，信访评估预防制度。 周永康同志指
出， 要建立健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重大政策制
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从源头上减少可能出
现的信访问题。就人民法院来说，涉诉信访产生的
源头在立案、审判、执行等各环节，要加强源头治
理，必须从这些环节入手，提早研判，提早预防，使
问题化解在初始阶段。为此，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制
定了这个意见。该意见要求：在立案、审判、执行等

各个环节、每项程序，对案件进行信访风险评估。

上一环节、前一程序对案件存在的信访风险，应认
真评估，及时采取化解措施，并向下一环节、后一
程序作出提示。 目的就是对案件中产生的信访苗
头，做到提早发现、及时化解。

其次，通报制度。

2009

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
每季度分析通报一次涉诉信访形势，及时预测、分
析动向、沟通信息、督促警示。 为进一步完善该制
度，今后，最高人民法院还将对某些重大信访事件
及相关信息进行通报， 并要求各级法院建立健全
涉诉信访分析通报制度， 进一步强化办案人员的
责任心，达到源头治理的目的。

第三，约期接谈制度。 该规定要求，接谈法官
无法一次答复来访人的， 应与来访人协商约定下
一次接待的日期并出具约期接谈单， 接访人员承
诺届时如期接待， 来访人承诺在约定期内不再来
访，以减少重复访、越级访数量，减轻当事人诉累，

提高接谈效率， 真正做到司法为民， 节约司法成
本，合理配置司法资源。

第四， 多元化解制度。 涉诉信访问题原因复
杂、矛盾交织，仅仅依靠法律手段，往往难以奏效。

制定这个规定， 目的在于促使各级法院广泛调动
和借助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涉诉信访矛盾的化解。

包括建立“大调解”工作格局，把涉诉信访矛盾化
解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将法律援助、 社会救
助、心理咨询服务等引入信访化解机制，设立涉诉
信访专项救助资金等等。

第五，案件终结制度。规定对于符合终结条件
的案件， 由最高人民法院予以终结或由高级人民
法院予以终结并上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备案。 涉
诉信访案件终结工作必须严格程序，保证质量，落
实化解稳控责任。 目的就在于落实中央相关文件
精神，畅通涉诉信访案件出口，实现上访人稳控责
任主体的转移， 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
有效配置和使用。

可以说，“五项制度”的出台，是人民法院建立
健全涉诉信访工作长效机制的体现，是总结、推广
涉诉信访工作成熟经验的体现，是强化群众观念、

积极为民司法、合理配置审判资源、提高工作效率
的体现，是依法加强和改进审判管理的体现，也是
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中央有关精神的体现。

问：在确保“五项制度”的落实方面，最高人民
法院有何部署？ 想实现什么目标？

答：最近，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再次作出
重要批示，要求涉诉信访工作“力争今年取得突破
性进展”。“五项制度”制定出台后，关键要看落实。

最高人民法院将指定相关部门、分阶段、不定期地
监督、检查、指导各级法院落实该五项制度，确保
“五项制度”真正落到实处，起到应有的作用。一是
要求各级法院及时、系统、深入学习这五项制度，

将“五项制度”的具体规定内化于心，外化于具体
工作之中；二是根据各地法院在实行“五项制度”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会及时进行相
关解答，做好“五项制度”的释明工作，确保各级法
院准确掌握“五项制度”中各项具体规定的精神；

三是“五项制度”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将对具体
实施情况进行调研考察， 及时了解制度运行后的
效果及出现的问题，各地须及时上报实施情况，如
约期接谈方面，有哪些案件、多少案件采取了约期
接谈的措施，处理结果怎么样，效果如何，各地要
详细报送。 最高人民法院将就各地落实情况每两
个月进行一次通报； 四是最高人民法院将针对每
一项制度的实施情况选取若干家法院作为典型，

在全国进行推广，形成由点到面、以点带面的工作
局面，这也是对各地法院认真落实“五项制度”的
一种督促和鼓励； 五是最高人民法院将在适当时
候组成巡回演讲团，选取落实“五项制度”工作突
出的法院代表、优秀法官代表等进行巡回演讲；六
是最高人民法院将在第四季度组成检查组， 督导
检查各地法院落实情况， 检查组将由最高人民法
院政工部门、纪检部门、审管办、立案一庭以及其
他业务庭室相关人员组成。 总之， 我们是上下结
合、多措并举，一定要保证“五项制度”落到实处，

见到成效。 力争在今明两年内人民法院的涉诉信
访总量能够实现稳中有降，秩序进一步好转，今年
内的进京访、越级访、重复访等取得突破性进展。

完善长效机制 加强源头治理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一庭有关负责人就贯彻“四个必须”推行“五项制度”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武健本报通讯员沈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1年4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21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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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缓的轻音乐萦绕在广
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
人民法院的诉讼服务大厅
内， 这让连日奔波的记者一
进门便感受到了轻松愉快的
氛围。

对外便民利民
打造阳光司法
鱼峰法院院长黄志强告

诉记者， 该院从
2003

年开始
便着手开展信息化管理建
设， 他们依托信息化技术而
打造的便民利民措施可谓全
方位、 多路径：

———“看得见”： 指在立
案大厅设有大小电子显示
屏， 不间断地滚动显示开庭
公告、 诉讼费收费标准、 诉
讼（执行） 风险告知等内
容； 同时，

2005

年
3

月开通
的鱼峰法院互联网站， 又将
法院的基本情况、 服务承
诺、 工作流程、 管理制度
等， 以及各项工作的最新动
态、 执行案件申请权备案登
记和全部案件的开庭时间、

地点等， 通过网站及时公
布。

———“摸得着”： 指在法院诉讼服务大厅的右侧设
置了触摸屏， 当事人在此可以查询到法院机构设置、

受案范围、 诉讼指南、 办案流程、 法官名录及联系方
式、 开庭的时间地点、 自己案件所到的流程、 裁判文
书等内容。

———“听得见”： 指语音查询系统。 该院于
2004

年
10

月开通了固定电话案件语音自动查询系统， 至
2010

年
1

月， 又与移动公司联合开发了移动电话语音查询
系统， 当事人到鱼峰法院申请立案时， 都会得到一个
法院专备的六位数案件密码， 凭此拨打热线就可以查
询到举证法律规定等有关诉讼知识， 也可以查询到案
件是否已经立案、 相关法官电话、 何时开庭、 审判进
度等信息， 在结案后还可查到判决书的内容； 执行案
件如果执行到回款， 当事人还会得到提示。

“我们将案件信息全面公开， 当事人就不会再怀
疑法院不公、 不作为或者乱作为。 而凭密码查询， 也
满足了当事人的案件信息相对自己公开而对社会其他
公众保密的需求。” 黄志强对信息公开有着更周全的
考虑。

2010

年
10

月， 鱼峰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
100

家“全国司法公开示范法院” 之一。

对内严管厚爱撒播司法温暖
不仅如此， 在法院内部审判管理和审判实务工作

上，鱼峰法院的信息化建设同样发挥了强大的功效。

鱼峰法院的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都人手一台电
脑， 他们在电脑上处理的每一项工作都会被实时记录
下来， 自动生成记录， 这就是鱼峰法院的动态管理系
统。“你在干什么，你干了什么，都可以直接在这个系统
中体现出来。 ”黄志强说。

鱼峰法院副院长赵波向记者演示了他们在今年
2

月投入使用的一项新技术———人民法院司法文书制作
与纠错系统。

每一个公诉案件，该院都会发给检察官一个
U

盘，

将起诉书的电子文本放在这里。 法院司法文书上的很
多信息就可以根据这个文本自动生成。 赵波点击进入
文书制作系统，对一起抢劫案现场制作判决书，在文书
制作系统打开该案信息后， 计算机便自动按照判决书
的格式，导入了当事人信息、案件由来、公诉机关指控、

庭审笔录等基本信息，形成了一份“半成品”。 随后，赵
波又对证据进行打钩认定， 计算机又自动写出了法院
“查明的事实”。当赵波点击适用的罪名后，相关的法律
条文全部从旁边“跳”出来供法官参考。最后，赵波又选
定被告人各种可加减刑的情节，利用“量刑工具”计算
刑期。 接着，又点击“文书校验”，让计算机自动为判决
书纠错，纠错系统能识别文书中的文字、法条、刑期计
算等多方面错误。 整个过程不到

10

分钟。

这一系统大大便利了法官办公。与此同时，系统还
提供了自动提醒的功能，哪个案件快超审限了、哪个案
件快到执行期限了、哪个案件的查封快到期限了等，系
统会自动给办案法官发去提醒的邮件和短信， 直到案
件处理完毕为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 已于
2011

年
4

月
25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21

次会议通过， 现予公布， 自
2011

年
5

月
16

日起施行。

二
○

一一年五月三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