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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更加均衡的司法体系
英国最新民事司法改革计划

——
—
□

今年3月，英国发布了《郡法院纠纷解决：创造更加简洁、快速和均衡的体系—
格兰和威尔士民事司
—— 英
法改革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该征求意见稿的发布表明，自1996年沃尔夫勋爵发表《接近正义
的报告》以来，英国将第一次对民事司法体系进行重大改革。
在英国，多数人因诉讼费用及诉讼压力而害怕去法院。 为回应社会通过快捷、经济及保密的方式解决纠
纷的愿望，英国拟通过改革将诉讼体系建立在以下原则基础之上：均衡—
纷应当以最合适的方式解决，
—— 纠
使费用、程序与纠纷的复杂程度相适应；个人责任—
民应当对解决自己的纠纷负责，法院应致力于裁决
—— 公
复杂的或者法律性的问题； 简化程序—
法服务应当及时， 诉讼程序应当是公民或企业友好型的; 透
—— 司
明—
保公民了解各类纠纷解决方式，使其更方便选择最合适的纠纷解决服务。
—— 确

向国慧

从英国发布的《郡法院纠纷解决： 创造更
加简洁、 快速和均衡的体系—
格兰和威尔
—— 英
士民事司法改革征求意见稿》 看， 英国目前正
在考虑从以下方面推进民事司法改革：

1.改革“不胜诉不收费” 制度，

改
变
律
师
比
原
告
获
利
更
多
的
状
况

继续执行去年提出的民事诉讼费用改革计
划,废止胜诉费用补偿制度， 废止“不胜诉不收
费” 附条件费用协议中的相关费用补偿制度。
附条件费用协议（ Conditional fee agree鄄
英格兰和威尔士最常见的“ 不胜诉不
ments ） 是
收费”协议(‘no win no fee’ agreements)。 根据
这样的协议， 如果败诉， 律师不能向其委托人收
费，但是，如果胜诉，律师可以收取胜诉费用。 这项
制度的目的是使原告不必从损害赔偿金中支付部
分或者全部诉讼费给律师，而由败诉方支付。
在签订了附条件费用协议的案件中， 当事
人可以投事后保险 (After the Event insur鄄
后保险是为当事人在败诉时可能承担
ance) 。 事
的费用支付责任提供的保险， 包括在投保人败
诉时支付胜诉方诉讼费及投保人支出的费用
一些案件中包括律师费）。1999年英国《接近
（在
正义法案》规定这项保险费可以由败诉方支付。
在多数案件中，事后保险费用是自我保险的，也
就是说，在诉讼结果出来之前不必支付保险费。
如果投保人败诉，投保人不必支付保险费，但如
果胜诉了，则由败诉方支付。 这样，原告不必为
事后保险支付任何费用， 反而可以获得保险保
障。由于原告不重视控制费用支出，胜诉费用和
事后保险费用通常非常高昂。胜诉费用高（固定
胜诉费用除外）， 受益最多的是原告的律师，而
利益严重受损的是被告。 原告因附条件费用协
议获得了接近正义的权利， 但被告却为此付出
了高昂的代价。 这项制度受到广泛质疑。
针对上述问题， 英国提出废除附条件费用
协议中的相关费用由败诉方支付制度及事后保
险费用由败诉方支付制度， 同时， 提高10% 的损
害赔偿金， 建立有限的单向费用转移机制
有限的单
（qualified one way costs shifting ）。 在
向费用转移机制中， 败诉原告只需要支付自己
的费用，包括胜诉费用，不必支付胜诉被告的诉
讼费用。 原告只有在确有必要时才支付胜诉被
告的诉讼费用。 败诉被告仍然要支付自己及原
告的诉讼费用。改革后，原告将会关注控制自己
的费用支出。
此外， 英国打算允许当事人在诉讼中订立
以损害赔偿金为基础的费用协议， 这是另一种形
式的“不胜诉不收费”协议。 根据这样的协议，律师
可以从原告的损害赔偿金中分取一部分作为费
用。 这样可以增加可供原告选择的付费方式。
除了费用制度改革外， 英国也打算通过改
革诉讼程序来降低诉讼成本。

2.推广使用在线纠纷解决系统
在英国一些不到1 万英镑的交通事故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中，由于在线纠纷解决系统引入，
解决纠纷的时间从原来的1年下降到4个月。 英
国打算推广使用这种在线纠纷解决系统， 去处
理雇主承担责任以及公共机构承担责任的人身
损害赔偿诉讼，包括处理诉讼金额高达5万英镑
的诉讼。这样，一些当事人不必亲临法院就可以
解决小额诉讼。
英国希望鼓励更多诉讼通过电子方式提
出。针对房东提起的占有诉讼，上诉法院法官鲁
伯特（Sir Rupert Jackson）建议对那些本应该运
用“占有诉讼在线服务”提出诉讼而选择传统方

清算公告

根据债权人华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的申请，南京市中级人
民法院于2011 年6 月16 日作出（2010）宁商破字第5 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南京华润东方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清算的申请，并依法指定江苏钟山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
人。 债权人应在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地
址：南京市鼓楼区云南路20 号鸿德大厦503 室，邮编：210008，电
话：025-83241596，联系人：侯丹），并提交有关债权及依法催收的
证明材料，申报担保债权的应当注明。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据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南京华润
《中
东方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1 年9 月20 日
在南京市鼓楼区云南路20 号鸿德大厦503 室召开。 债权
9:30 时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或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文件。 请债权人届时准时参加会
议。
南京华润东方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送达执行文书

陈土贞、 陈小燕：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湛江市德诚房地产评
估有限公司湛德诚评字[2011]第042202、042905 号《评估报告》。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其中，湛江市赤
坎区幸福路69 号1 幢304 房（ 证号：3659738） 的评估价为人民
币14.68 万元、 珠海市拱北粤海东路华发广场B 栋12 层E 房
号：1912382）的评估价为人民币147.38 万元。 你们如对评估
（证
报告有异议， 请于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 向本院提交书面异
议书。 逾期，本院将依法委托拍卖机构对上述两处房产予以公
开拍卖。
东]湛江市坡头区人民法院
[广
陈士贞、 陈小燕：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湛江市坡头区人民法
院（2010）湛坡法执字第182 号之三执行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2010） 湛坡法执字第182 号
之三执行裁定书载明：拍卖被执行人陈小燕所有的位于珠海市
拱北粤海东路华发广场B 栋12 层E 房（证号：1912382， 面积
方）的房屋。
东]湛江市坡头区人民法院
148.12 平
[广

式起诉的房东，即使其胜诉，也仅仅可以获得与在
线起诉费用相同的费用补偿。 这个办法也可以用
于类似的钱债诉讼在线服务。
此外，在交通事故案件中，当事人提出的小额
人身损害赔偿请求如果不能调解， 法院可以通过
审阅书面材料做出裁判。 有时法院还可以以电话
会议或者视频会议方式进行审理。 英国打算将这
种审理方式予以推广， 使小额诉讼当事人可以要
求通过电话或者书面方式审理案件。

3.拓展调解的使用范围
在英国，纠纷解决机制包括调解、仲裁、审判、
早期中立评估等等。 其中，调解和仲裁适用广泛，
相关机制也相对健全，与司法程序并驾齐驱。英国
替代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框架是在沃尔夫勋爵的
倡导下建立的。根据沃尔夫勋爵的改革意见，法院
有责任向当事人提供有关替代纠纷解决机制的信
息， 有责任鼓励当事人在适当的案件中选择替代
纠纷解决机制。 英国新民事诉讼规则采纳了沃尔
夫的意见。 新民事诉讼规则同时允许法官针对不
积极参与替代纠纷解决程序的当事人实施制裁：
如果胜诉当事人之前拒绝调解， 法官可以决定败
诉方不必支付胜诉方的诉讼费， 或者仅支付较少
的诉讼费。 英国政府也积极支持发展替代纠纷解
决机制。2001年，英国政府承诺所有政府部门及相
关机构将积极选择替代纠纷解决机制解决与政府
有关的纠纷。
法院附设调解也得到较大发展。 一些较大的
郡法院开始实施法院附设调解， 主要解决一些有
律师代理、费用较高的重大案件。 但是，只有一些
大法院才有能力实施自己的调解计划， 许多法院
因为太小而不能为法院附设调解提供必要的行政
性支持。 因此，2004年底，政府设立了国家调解热
线服务电话，为所有法院提供调解服务。热线电话
由商业调解服务提供者负责接听， 他们必须获得
民事调解委员会（Civil Mediation Council） 的资
格认证。 民事调解委员会于2003年4月成立，代表
调解服务提供机构和调解员的利益， 促进调解及
相似纠纷解决机制发展。
至2008年， 随着曼彻斯特郡法院小额
2007 年
诉讼试点的成功， 小额诉讼调解服务迅速拓展到
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 虽然最初小额诉讼调解是
设计为面对面的， 但这种调解很快就发展成为通
过电话进行。 在过去两年中，每年有1万件小额诉
讼案件进入调解程序，调解率达到73% ， 当事人非
常满意。 在对7500余人进行在线调查后发现，98%
的人对调解员专业水平及解决纠纷的有效性表示
满意或者非常满意，95% 的人表示他们会再次使
用调解服务。 96%的调解是通过电话进行的，这为
当事人节省了去法院的时间和费用。
但是， 英国认为， 调解潜力还未得到有效开
发，仍有大量本可以调解的案件进入诉讼程序：有
些人不知道替代纠纷解决机制， 有些人诉讼的目
的就是为了惩罚另一方当事人。作为长期计划，英
国打算在“ 诉前指引” 中引入强制和解程序（ 包括
调解），使调解成为诉讼程序的一个阶段。

小额诉讼程序得到审理，改变郡法院管辖权，以
便高等法院去处理更重大、更复杂的案件。英国
同时也考虑将其他几类案件限额也相应提高。
英国目前分配到小额诉讼轨道的案件的标
的额小于5000英镑，但有两个例外：第一，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进入小额诉讼轨道的标的额上限是
镑；第二，房屋修缮诉讼中，修缮费用不超
1000英
过1000英镑以及与修缮有关的损害赔偿金数额
不超过1000英镑的案件分配到小额诉讼轨道。
小额诉讼程序最初创立于1973年， 当时的
限额是75英镑。 1991年上限设为1000英镑，1996
年上限提升到3000英镑。 1999年，英国决定将上
限提高到5000英镑。 但是，自那以后数额上限就
没有上升了。 现在，由于通货膨胀影响，许多本
应通过小额诉讼轨道解决的案件进入了快速轨
道，导致相关案件诉讼费用相应上涨。考虑到上
述因素， 英国打算从2012年起提高小额诉讼限
额。 到底提高到什么水平， 英国考虑有几种选
择：1万英镑、1.5万英镑或者2.5万英镑。 他们认
为，提高到1.5万英镑是最合适的。
小额诉讼轨道的诉讼程序不太正式， 允许
人们在没有职业诉讼代理人帮助下自行解决纠
纷， 不必向胜诉方补偿费用或者仅仅补偿较少
费用。如果小额诉讼程序的金额上限提高，更多
个人和小企业将从小额诉讼程序中获益。

5.提高执行效率

一些调查显示，在过去的10年中，执行效率
低下是小额诉讼案件存在的突出问题。 债权人
抱怨债务人逃避债务后没有任何处罚。 当事人
很容易拖延执行， 如申请暂缓执行或者申请变
更法院命令。有时，法院会根据当事人申请启动
听证程序，重审案件。 为改变上述状况，重塑法
院权威，保障债权人有效实现债权，促进英国经济
早日恢复，英国计划对执行程序进行改革。 《裁判
庭、法院及执行法2007》应当说已经对执行程序进
行了重大改革， 然而， 这些改革措施并未有效实
施。 因此，就如何实施这些改革措施，英国提出一
系列计划。 同时，英国也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
进改革， 研究是否可以将执行程序改为纯粹的行
政活动，或者允许其他人（ 机构） 提供执行服务。
执行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措施：
革财产扣押制度。 为实现债权，债权
（1 ） 改
人可以申请扣押债务人的房地产或者有价证券
等财产。一旦扣押财产的命令生效，当事人可以
申请法院出售被扣押的财产。 但是，在以前，如
果法院判决债务人分期付款， 债权人就不能申
请扣押财产。 《裁判庭、法院及执行法2007》废除
了这种限制， 允许当事人在分期付款情况下申
请扣押财产， 但债权人不能在债务人按期付款
情况下申请出售扣押的财产。
革收入扣留制度。 这项制度允许债权
（2 ） 改
人申请扣留收入命令， 要求债务人的雇主直接
扣减债务人的收入， 以实现债权人的债权。 但
是， 由于债务人经常通过改变工作的方式逃避
债务，收入扣留命令常常难以发挥作用。为应对
这一情况，《裁判庭、法院及执行法2007》允许高
等法院、 郡法院和治安法院及有关官员从国家
财
部门查询信息， 了解债务人的新雇主姓名
将小额诉讼的限额从5000 及税
地址。
英镑提升到1.5万英镑
革第三方偿债制度。 这是一种冻结并
（3 ） 改
扣划债务人账户存款的一项制度。 英国目前的
这项改革的目的是使更多的案件通过简单的 做法是先由法院向银行或者第三方发布一个中

4.

郭栋：本院依法受理的曲保祥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 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 铁执字第180 号、
执字第192 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
（2011） 铁
送达。 如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强制执行。
龙江]齐齐哈尔市铁锋区人民法院
[黑
田德全： 本院在审理彭自华诉你租车合同纠纷一案中， 原
告彭自华向本院申请诉讼保全，要求将被告田德全位于郑州市
金水区金水路东段新鑫花园9 号楼3 层B 座李俊花名下的住
宅房屋一套予以查封。 本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淮民初
字第0960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向本院申请复议
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河南]淮阳县人民法院
罗小溪：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罗小平与你法定继承纠纷执
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 天执字第168 号执行通知
书， 该执行通知书载明： 限你自收到本通知起10 日内， 履行湖
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 长中民一终字第3012 号民事
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未能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南]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湖
王菊芳、王文杰：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沈阳庆荣置业有限
公司与王菊芳、 王文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纠纷一案， 依据
中民二终字第1025 号判决书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本院
（2010） 沈
执字第119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视为送
（2011）新
达，公告期届满后次日起3 日内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
仍不履行本院将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辽宁]新民市人民法院

送达破产文书
年 月 日依法裁定受理了上海东升钛白

本院于2010 12 28
粉厂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上海东升钛白粉厂清算组为管
理人。 本院于2011 年6 月28 日裁定宣告债务人上海东升钛白
粉厂破产。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重庆银泰云鼎百货有限公司申请破产一案后， 审
理查明截止2006 年8 月20 日，申请人资产为18094576.14 元，
负债总额为94466121.26 元， 资产负债率达522% ， 资产处置后

间命令，由银行或第三方冻结判决确认的金额。在
法院最终决定是否将冻结款项交债权人之前， 债
务人不能取款或者处置被冻结的款项。但是，如果
银行在收到法院命令时发现债务人的账户中没有
钱，银行将通知法院，中间命令失效。目前，银行没
有义务通知法院债务人是否转移款项或账户， 没
有义务告诉法院债务人把钱款或者账户转移到哪
里去了。结果，债务人很容易通过网络或电话将钱
款转移到别的账户中，以逃避债务履行。针对这一
问题，英国打算对此制度进行以下改革：中间命令
经过一定时间自然成为法院的最终决定； 目前账
户冻结仅仅限于以债务人一个人名字登记的银行
账户， 英国打算通过改革使法院有权冻结所有账
户（包括联合账户）。 联合账户中的50% 视为债务
人的财产， 剩余50%视为属于联合账户其他所有
人的财产。 如果其他所有人的实际持有份额超过
他所有人可以向法院提出异议。
50% ， 其
国打算引入“信息提供命令及请求”
（4 ） 英
度, 使法院可
(Information Orders and Requests) 制
以获得有关债务人身份和资产的信息。 英国也考
虑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执行技术—
使债务人
—— 如
更难通过将资金存入不同账户的方式阻止资金冻
结。 这些改革措施旨在确保法院可以应对那些不
偿债的债务人， 同时确保那些确实不能偿债的人
获得应有的保护。
目前，英国没有规定相关诉讼程序，使债权人
可以从法院获得有关如何更好执行的建议， 也不
能要求法院从第三方那里获得额外的信息。 债权
人只能请求法院命令债务人到庭提供信息。 问题
在于， 债务人可能不合作， 会想方设法回避偿债，
回避提供有关信息。因此，这项制度的使用率不断
下降。
判庭、 法院及执行法2007》 规定判决债权
《裁
人可以向高等法院或者郡法院提出信息提供申
请。法院收到申请后，可以向政府提出信息提供请
求。政府部门是被请求提供信息，而不是被命令提
供信息。政府收到法院的请求后，可以提供他认为
能够满足需要的信息。 法院也可以做出信息提供
命令， 要求个人或者第三方提供信息， 以协助执
行。 银行就可能收到这样的命令。

6.法院组织体系改革
英国打算通过合理设置法院， 建立一个更灵
活更有效的司法体系。但是，由于目前高等法院和
郡法院之间的管辖权过于僵化， 阻碍了上述目的
实现。英国打算通过法院组织结构改革，保障案件
在最适当的审级得到解决， 从而使司法体系更有
效率。
目前英国的民事和家事法院系统已经运行了
许多年。法院体系包括了不同类型和审级的法院。
每一个不同的法院审理不同类型的案件（也有许
多交叉）。英国近年来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改
革， 如不同法院适用的程序更加统一、 更为简洁，
但主要问题仍未解决。 英国此次的改革计划包括
两个方面：合理界定不同审级民事法院的管辖权；
将郡法院重组为单一的郡法院， 像高等法院一样
拥有全国性管辖权。
将郡法院的衡平案件管辖金额从3 万英镑提
高到35万英镑。 在一些案件中，尤其是与财产有关
的某些类型的案件中，郡法院的管辖权受制于3万
英镑的标的额限制， 标的额更高的案件必须在高
等法院进行诉讼。 这种标的限额是在上个世纪80
年代初期设立的， 目的是使郡法院可以审理大部

月至2011 年5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为-12805.4 元。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薛村矿业有限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并其全部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本院依法规
定，已于2011 年6 月30 日宣告冀中能源峰峰集团薛村矿业有
限公司破产。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1 年5 月24 日依法受理了债务人冀中能源峰
峰集团小屯矿业有限公司破产申请，并指定清算组作为管理人
接管了企业。 经冀中能源峰峰集团小屯矿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组审计，截至2011 年5 月31 日，债务人资产总额为19460846.9
元，负债总额为79952605.8 元，资产负债率410.84%。 自2011 年
至2011 年5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1月
额为-1167476.76 元。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小屯矿业有限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并其全部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本院依
法规定，已于2011 年6 月30 日宣告冀中能源峰峰集团小屯矿
业有限公司破产。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的申请，受理了湖南省东安恒兴水泥有限
公司破产还债一案，并于2009 年12 月15 日作出（2010）东法破
字第1-1 号民事裁定，宣告该公司破产还债。 2011 年1 月17 日
召开了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会议审查通过了管理人提交的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本院于2011 年2 月12 日作出（2010） 东法破字
第1-6 号民事裁定对该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予以确认并由管理
人执行，现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本院于2011 年4 月2 日作出
法破字第1-7 号民事裁定书终结本案的破产程序，未
（2010） 东
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南]东安县人民法院
[湖
因无锡长椿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不能执行重整计划， 依照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
《中
于2011 年4 月13 日作出（2011）锡破字第1 号民事裁定书：一、
终止长椿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的执行； 二、 宣告长椿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破产。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阜新冶金备件厂的破产申请，于2008 年6
月10 日作出了（2006） 阜民三破字第6-3 号民事裁定， 宣告阜
新冶金备件厂破产还债。 本案经两次债权人会议审议，对财产
分配方案未予通知， 本院依法作出裁定予以确认， 债权人在规
定的期限内未提出异议，现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执行完毕。 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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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余额为零， 已严重亏损，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符合破产条件，
本院已于2011 年５ 月３ 日依法裁定宣告重庆银泰云鼎百货有
限公司破产， 债权人和债务人对破产宣告有异议的， 可以在宣
告破产之日起10 日内向本院提交申诉状， 申诉于重庆市第五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审理重庆华虹复合包装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 经依法清算， 重庆华虹复合包装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现有
破产财产已不足以支付破产清算费用和所欠职工工资、 医疗
费、伤残补助金、养老保险金和补偿金等费用，其他债权无财产
可供分配。 根据破产清算管理人的申请，本院于2011 年5 月31
口作出（2009）南法民破字第1-5 号民事裁定书，宣告终结重庆
华虹复合包装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程序，未得到清偿的债
权不再清偿。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1 年5 月24 日依法受理了债务人冀中能源峰峰
集团黄沙矿业有限公司破产申请，并指定清算组作为管理人接管
了企业。 经冀中能源峰峰集团黄沙矿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审
计，截至2011 年5 月31 日，债务人资产总额为4529.49 万元，负
债总额为21950.32 万元， 净资产-17420.83 万元， 资产负债率
至2011 年5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及
484.61%。 自
2011 年
1月
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68.90 万元。冀中能源峰峰集团黄沙矿业
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并其全部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
务。 本院依法规定，已于2011 年6 月30 日宣告冀中能源峰峰集
团黄沙矿业有限公司破产。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1 年5 月24 日依法受理了债务人冀中能源峰
峰集团薛村矿业有限公司破产申请，并指定清算组作为管理人
接管了企业。 经冀中能源峰峰集团薛村矿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组审计，截至2011 年5 月31 日，债务人资产总额为4515.63 万
元，负债总额为20223.45 万元，资产负债率447.87%。 自2011 年

分的涉财产案件，使高等法院可以处理更复杂的案
件。 然而，当时英国的平均房价只有23730 英镑， 各
地价格差别也不大， 到了2010 年5 月， 英国的平均房
价已经超过169162英镑。 这样的变化使得大量的财
产类案件由高等法院审理，加大了高等法院的审判
压力。 为解决这个问题，英国打算提高郡法院管辖
案件的标的限额。
通过改革赋予郡法院发布冻结命令的权力。 冻
结命令是阻止当事人处置和转移财产的命令， 目的
是防止被告在诉讼前处置财产以规避执行将来的
判决。 目前只有高等法院有权发布这样的命令， 导
致大量的案件涌入高等法院。 因此， 英国打算赋予
郡法院此项权力。 但是，考虑到冻结命令对被告所
可能产生重大影响，英国也在研究是否将郡法院的
这项权力予以适当限制，同时只允许资深审判人员
行使此项权力。
高等法院的法官到郡法院审理案件不必再经
过司法部长同意（Lord Chancellor）。 以前高等法院
的法官就有权在郡法院审理案件， 但这种身份的转
变需要以下条件：本人同意、指定一定时间、 一定的
时机。 选派高等法院法官去郡法院审理案件， 需要
首席大法官征得司法部长同意后才能进行。 这种做
法导致程序过分拖延。 为提高效率， 英国政府建议
取消首席大法官的指派，首席大法官也不必就此征
询司法部长的意见。 取而代之的新制度是建立一项
常规性制度，使高等法院法官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到
郡法院审理案件。 这样，司法资源就可以更灵活更
有效配备。
创设一个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全国性郡法院
管辖权。 这项改革的目的是保证案件和法官更有效
地分配,使司法系统更为快捷。 目前，英国的郡法院
可以审理不同类型的案件（有交叉）， 不同级别的法
官也都审理案件， 并且各地做法和程序也不相同。
郡法院拥有各自的身份，拥有界限清晰的地域管辖
权。 所有的郡法院均有权管辖任何合同、 侵权以及
土地回收类案件，他们对这些案件的管辖权不受地
域限制，属于全国性管辖。 但郡法院如果要审理其
他案件，必须拥有相应的管辖权。 如，只有指定的郡
法院才能审理离婚请求、破产诉讼案件。
这样的结果导致效率低下， 因为法院的管辖权
局限于其管辖的地区及某些类型的案件。 民事案件
事务中心的例子可以说明地域管辖如何导致低效
率。 事务中心是司法部法院事务服务机构在英国一
些地方设立的，其职能是处理伦敦、 东南、 西北一些
地区的法院的金钱诉讼，目的是将一些行政性事务
从法院分离出来，使法院将精力更多用在推进诉讼
程序方面。 然而，由于郡法院行使地域管辖权，因此
事务中心只能以其所服务的法院名义推进诉讼。 这
样做效率低下，尤其是服务中心需要用相应郡法院
的印章在每个诉讼表格上盖章。 对目前事务中心的
运作进行审视后可以发现，集中处理模式比现行模
式更简单、更有效。 只要取消郡法院的地域管辖界
限， 建立一个单一的郡法院， 就可以以一个法院而
不是很多法院的名义推进所有诉讼。 这样， 事务中
心可以管理更多行政性事务。
建立一个拥有所有管辖权的单一郡法院， 目的
是提高效率， 使将案件分配到法院的工作更为简
单，也使调度高等法院法官到郡法院审理案件的工
作更为灵活。 设立单一的郡法院可以使郡法院和事
务中心处理行政性事务的能力增强， 简化案件分配
过程。 事务中心的有效工作可以为民事案件的处理
提供更为有效和合理的操作模式。 具体包括： 为郡
法院减轻大量工作， 减少审理和裁决过程中的拖
延； 通过减少郡法院后勤部门的重复劳动， 节约大
量资源； 使郡法院不再处理财政事务； 法院事务服
务机构的财产得到更合理使用。 总的来说， 建立单
一郡法院的目的在于： 更好使用司法资源， 提高在
不同法院之间登记和移交工作的灵活性； 更好使用
资产；改善事务中心的管理，拓展管理范围。
英国就上述改革计划向社会征求意见的工作刚
刚结束， 约于今年10 月对社会的意见作出回应。
者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
（作

院于2011 年6 月7 日裁定终结本案的破产程序， 未得到清偿
的债权不再清偿。
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院裁定受理了乌海市金河啤酒有限责
，本
2010 年
11 月
4日
任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 2011 年5 月20 日，乌海市金河啤酒
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组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其拟订的《乌海市
金河啤酒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于2011 年4 月25
日、2011 年5 月9 日两次债权人会议表决未通过，请求本院依法
裁定。 本院认为，乌海市金河啤酒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组作为
乌海市金河啤酒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 对破产财产委托有
资质的机构进行了评估， 评估后乌海市金河啤酒有限责任公司
的破产财产总值为15160922.65 元。破产财产在清偿清算费用和
共益债务，支付所欠职工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以及
应缴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后，按照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不足。 管理人据此做出的《乌海
市金河啤酒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符合法律规定，依
法规定，裁定如下：本院对乌海市金河啤酒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
算组制作的《乌海市金河啤酒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予以认可。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院裁定受理了乌海市漠中泉啤酒有
，本
2010 年
10 月
27 日
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2011 年5 月20 日，乌海市漠中泉啤
酒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组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其拟订的《乌海
市漠中泉啤酒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于2011 年4 月
两次债权人会议表决未通过， 请求本院
、2011 年
25 日
5月
9日
依法裁定。 本院认为，乌海市漠中泉啤酒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
组作为乌海市漠中泉啤酒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 对破产财
产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进行了评估， 评估后乌海市漠中泉啤酒有
限责任公司的破产财产总值为13744554.29 元。破产财产在清偿
清算费用，支付所欠职工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以及
应缴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后，按照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不足。 管理人据此做出的《乌海
市漠中泉啤酒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符合法律规定，
依法规定，裁定如下：本院对乌海市漠中泉啤酒有限责任公司破
产清算组制作的《乌海市漠中泉啤酒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予以认可。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