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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五品”诉讼服务增添百姓幸福感
本报记者赵兴武本报通讯员汪来喜

南京中院诉讼服务中心立案大厅。

江苏省南京市两级法院把诉讼服务中心建设作为新时期为人民司法的重要
内容和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载体，针对群众司法需求，积极探索与实践，打造品类
全、品相新、品位高、品能强、品质优的“五品”诉讼服务新模式，受到群众欢迎。 南
京中院诉讼服务中心被江苏高院评为全省法院示范单位，被最高法院评为全国法
院立案信访窗口先进集体，一半以上的基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受到省高院和市中
院的表彰。 “五品窗口”已成为南京幸福城市的司法新名片。

本版照片均为徐高纯摄影

人民调解工作室搬进法院内

日前， 一起雇员受害赔偿案诉至南京市下
以增加了小区排水压力为由坚决反对。 进入夏
关区人民法院。 该院诉讼服务中心的法官了解
季， ３１ 号居民院内污水横溢、 蚊蝇乱飞， 居民
到， 原告陈某跟一姓吴的工头为被告泰州某基
苦不堪言， 四处投诉。 有关部门多次协调无果。
础工程公司提供劳务， 在施工中被打桩机导管
这起纠纷诉到法院后， 人民调解员与法官，
压伤致右跟骨骨折等伤。 事发后， 工头吴某不 点开展工作， 便捷、 高效； 和谐性， 圆桌式的 位于城北的黄家圩３１ 号80 户居民集体与江 冒着高温先后１６ 次到现场勘查做调解工作， ３ 次
知去向， 陈某住院治疗结束后无钱支付医疗 对话平台， 平和的纠纷解决环境， 缓解了当事 南光学仪器厂及金基房地产公司因污水排放问题 召开业主大会， 挨门逐户到100 多位业主家中听意
费。 根据案情， 立案法官将其导入设在法院内 人的对立情绪， 更有利于修复已出现裂痕的关 发生纠纷。 80 户居民居住在这幢建于1974 年的 见、 做工作， 在当地社会调解组织的积极配合下，
的人民调解工作室。 在人民调解员悉心协调 系。
老式居民楼里。 这幢楼的排水沟在之后的２０ 多 最终确立了对两个小区居民均有利的解决方案。
下， 在起诉后仅２ 小时双方就达成协议， 一起 为此， 早在2007 年10 月， 该院与区司法 年中发生几次变化， 最后并入江南光学仪器厂排 该院人民调解工作室在成立以来， ４ 名人民
纠纷就此化解。
局会商， 共同出台了《关于成立下关区人民调 水管网。 2003 年， 江南光学仪器厂的土地出让 调解员共受理民、 商事纠纷1851 件， 调解成功
南京第一个将人民调解工作室引进法院内 解工作室的方案》 ， 明确“ 人民调解工作室” 给金基房地产开发公司， 建设金基翠城小区。 1659 件， 调解成功率达到89.6% 。 解决纠纷数
的下关法院院长史俊认为， 人民调解工作室化 是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设在法院的派出机构， 并 2008 年４ 月， 金基小区工程竣工， 但31 号居民 量占全院民商事收案总数的约20% ， 无一例强
院的排水却没了着落。 由于31 号居民院地势低 制执行、 无投诉、 无上访。
解纠纷体现了“三性” 优势： 即公益性， 免费 制定了工作目标、 任务、 职责程序。
的调解服务和司法确认的低收费， 使当事人的 人民调解工作室是区域性派出机构， 便于 洼， 与市政工程排水网落差达1.5 米， 街道曾多 下关法院的做法在全市法院推广。 如今， 人
纠纷解决成本降到了最低； 便捷性， 不受诉讼 与各种行政职能部门、 民间组织协调联系， 作 次与金基公司协调， 将３１ 号居民院的排水接入 民调解工作室已在全市法院生根开花结果， 成为
金基小区的公共排水管网中， 但小区186 户居民 诉讼服务中心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程序的限制， 可以开门见山， 直接围绕争议焦 用独特。

诉讼服务中心有个诉调对接“指挥部”

今年６ 月， 南京市中院组织了一次全市人
矛盾化解离不开诉调对接的网络。 近几
民调解员的集中培训， 这次培训除了授课、 组
年， 经过努力， 该市法院与社会组织织就了一
织观摩、 交流研讨外， 还对各法院诉调对接的
张点面结合、 下上联动的社会调解网络。 为
工作进行通报讲评。
提高这张网的张力， 他们一方面多种形式开
像这样的培训方式， 各基层法院每月都 这些年， 南京中院先后出台了《关于全市 商、 工会、 妇联、 劳动等部门联合会签委托、 展集中培训， 提高人民调解员化解矛盾纠纷
有。 这是南京法院加强对诉调对接管理， 推进 法院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的工作意 邀请调解的一系列实施意见。 如何保证这些制 的能力， 近三年来， 共指导培训人民调解员
诉调有效对接的一项措施。
见》、 《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诉调对接工作 度的落实？ 市中院立案庭庭长衡阳认为， 要以 14027 人次； 另一方面从2009 年开始， 建立
有加强组织和管理， 才能有效调动诉 的实施意见》 等指导性文件， 与市司法局联 考核促落实。 为此， 市中院建立考核激励机制， 千名法官联络社区（ 村组） 机制， 千余名法
“只
调两个方面的积极性。” 南京中院副院长吴平 合下发了《 关于加强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相 实行诉调对接工作月通报等制度， 对全市诉调对 官进社区、 进乡村、 进企业、 进机关、 进警
说。
互衔接工作的实施意见》， 与市社会治安综合 接工作进行督促指导， 将诉调对接的成效作为一 营， 与人民调解组织配合， 有效化解了一大批
于是， 诉讼服务中心又多了个“ 头衔” ： 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市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 项重要的指标与审判人员的岗位目标考核和审判 社会矛盾纠纷。
诉调对接“指挥部”。 既然是“指挥部”， 那就 作指导办公室、 市司法局联合下发了《 关于 业绩考核挂钩， 对成绩突出的人民调解员给予奖 江苏高院专门在南京中院召开现场会， 对南
负有管理、 协调和督促等职能。
京法院诉调对接工作的做法予以推广。
深化全市诉调对接工作的实施办法》， 与市工 励。

诉讼服务中心是群众工作场所

市民王某与张某发生借贷纠纷， 争议标的
即告知原告案件可进行立案调解， 在当事人同意
额只有一万二千元。 他觉得， 花钱请律师不
后， 当即将案件移交立案调解组办理， 省略了立
值得， 可不知道该如何打官司。 他来到雨花
案审查环节的等待时间。 在调解上， 法官可根据
台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导诉法官热情
案件实际情况， 除工作时间在法院调解外， 也可
地为他讲解诉讼程序， 又将他引入人民调解 服务温馨周到。 无论到南京哪家法院的诉 排开， 便民服务一包到底。
在工作时间之外调解或上门调解。
室。 人民调解员耐心听取了他的情况后， 用电 讼服务中心， 你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在诉讼服务中心， 诉讼当事人真切感受到的 王女士到江宁法院打继承官司， 诉讼服务中
话与对方进行了预约， 一小时后张某来到法 记者在南京中院诉讼服务中心看到， 便民 是方便快捷。
心立案调解组收案后， 在认真听取当事人的情况
院， 双方经协调很快达成协议， 这场“ 官司” 设施一应俱全， 在大厅内放置了药箱、 老花 南京中院立案庭法官介绍说， 案件进入诉讼 反映后立即随原告到被告住所地送达， 并当场做
就此了结。
镜、 笔墨纸张、 电话、 桌椅、 饮水机、 液晶电 服务中心后， 立案审查快， 送达调解快， 调解方 调解工作， 经过二个多小时的耐心说服， 原、 被
了诉讼服务中心， 一颗纠结的心就会 视公示屏幕、 触摸屏幕、 传唤系统、 诉讼宣传 便快捷， 裁判文书制作、 送达快， 裁判、 执行 告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一起纠纷得到快速有效
“进
有妥帖安放。” 这是市民王某的感言。
指导材料等, 方便群众诉讼。 便民服务点一字 快， 履行及时。 如立案审查， 立案人员在审查时 化解。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南京中院诉讼服务中心。

南京法院开展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工作广场宣传月活动。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法官在湖熟街道开展法官联络社区活动。

证通知书仲裁责任告知书 自公告送达之日起经过 日即视
其 他
为送达 你们提出答辩状选定仲裁员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齐白石的合法继承人 本院受理的齐秉义等 人诉福建 期满后的 日 日和 日内公告期满第 日本委依法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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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江出版社、 辽海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社、 人民美术出版社、 成仲裁庭， 公告期满第 日下午3 时（ 节假日顺延） 在本委秘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蓝天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天津人民 书处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合肥仲裁委员会
美术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王慧超著作权侵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公告，限30 日内到我院参加诉讼。 逾期视
为放弃权利。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分院
广州市公盛焊接设备有限公司：本院依据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2004） 粤高法执指字第31-2 号决定书的指定， 执行原由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立案执行的广州市公盛焊接设备有限
烟台嘉利达拍卖行有限公司于2011 年9 月8 日15 时，在山东省 公司申请执行广东新中国造船厂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
莱州市人民法院二楼审判庭公开拍卖采砂船一艘， 该船是钢质船体， 我院已在执行中依申请执行书载明的申请执行标的233316.88
总长77.3 米，型宽14.1 米，型深3.4 米，总吨位1831 吨，净吨549 吨， 元，扣划了被执行人银行存款233316.88 元至本院帐户，现因无
总功率674KW。 拍卖保证金：叁拾万元整（到本公司指定账户截止时 法联系到你司， 故无法交付执行款， 请你司在本公告刊登之日
间：2011 年9 月7 日11 时） 展示时间：2011 年9 月5 日至9 月7 日 起30 天内前来我院办理领取执行款手续， 逾期本院将依法将
咨询电话：（0535）2216574 拍卖地址： 山东省莱州市北苑路2366 号 该执行款作公正提存。
广东省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网址：http://www.lzpaimai.com 烟台嘉利达拍卖行有限公司
王金生： 本院受理的张孟合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兴执字第382 号执行通知书和
2011 年
8月
18 日
执字第382-1 号执行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2010） 兴
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北]兴隆县人民法院
[河
王爱玲（身份证号：140302197012040942）：申请人日照市
赵跃（公民身份号码612301195601130013）：本院受理吴庆
永生置业有限公司与你方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委已依 汉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两案及汉中市汉台区农村信用合作联
法受理，现向你方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 社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未在法院限定的期限内履
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组庭约定书。 你方应于公告之日起 行还款义务， 本院已依法委托汉中市汉台区价格认证中心对已查
内到本委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自本公告送达 封的座落于汉中市汉台区兴汉路12 号汉前小区3 号楼405 室房
60 日
期限届满后的15 日内， 将依据本委仲裁规则约定的仲裁庭组 屋一套（房产证号036552 号）及家具、电器等部分室内物品进行评
成方式及选定的仲裁员名单送交本委， 逾期则由本委主任指 估。 现依法向你送达汉区价认鉴（2011）085 号价格鉴定结论书，鉴
定。 自前述期限届满后的15 日内到本委领取仲裁庭组成通知 定价格为266759 元。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书，逾期视为送达。 本案开庭时间定于2011 年12 月14 日上午 如对鉴定结论有异议，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15 日内书面向鉴定
点为本委仲裁庭，逾期将缺席裁决。 地址：日照市北京路 机构提出重新、 补充鉴定或向陕西省价格认证中心申请复核、裁
，地
9时
日照大厦7 楼。
日照仲裁委员会 定。 在此期间，你应主动到庭履行还款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委托
188 号
钱钧、 赵咏： 本委受理的尹庆华与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陕西汉拍拍卖中心有限公司对上述房产及物品进行拍卖。 所产生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1） 合仲字第255 号应裁通知 的法律后果由你自行承担。 [陕西]汉中市汉台区人民法院
书、 仲裁申请书及申请人证据材料、 仲裁规则、 仲裁员名册、 举 侯先婕、王琼华、刘蓝钰：本院受理郑德辉申请执行你们其他

送达执行文书

拍卖公告

送达仲裁文书

提升化解纠纷合力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吴平

近年来，南京法院在加强诉讼调解工作的同时，
以组织建设为基础，以拓展领域为途径，以完善制度
为保障，以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为目的，大力开展诉讼
与非诉调解机制的对接工作， 有效化解了大量矛盾
纠纷，为促进南京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应有贡献。
当前，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期
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大量的矛盾纠纷涌现，处理难度
明显加大，人民群众对司法需求更加突出，党和国家
对司法工作的要求更高。 只有在党委领导下，积极动
员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发挥社会纠纷化解功能，形成
诉讼与非诉讼解纷的合力， 才能有效化解目前面临
的社会矛盾高发、 诉讼案件暴发性增长这样一个突
出的矛盾。
人民法院诉讼调解与大调解工作的衔接， 是个
不断完善的过程。 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从诉调对接工
作载体、 工作程序、 对接范围、 工作制度以及与其他
机关、组织的协调配合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措施，使诉
调对接工作机制定分止争的功能更加完善， 解决纠
纷的手段更加多样，维护稳定的效果更加突出。
要进一步强化沟通合作， 积极依靠并借助社会
矛盾纠纷调解指导办公室的协调、指导作用、不断创
新工作机制， 丰富对接方式， 简化对接程序， 增强相
关部门和组织参与调解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不
断提高诉调对接工作的效果。 进一步建立健全矛盾
排查、诉调对接、巡回审判以及人民法庭与公安派出
所“ 庭所共建” 等工作机制， 积极帮助基层单位排查
矛盾纠纷，协助基层单位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加强
与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中心的联系， 及时掌握矛盾
纠纷排查情况， 实现与人民调解、 行政调解信息互
通、 资源共享、 人员共用， 努力实现普通矛盾纠纷在
基层得到及时消化、重大矛盾纠纷得到层级滤化，诉
讼到法院的矛盾纠纷得到有效钝化。
要努力实现诉讼调解与大调解机制全方位的对
接， 将诉调对接工作贯穿于立案、 审理、 执行的各个
环节， 贯穿于一审、 二审、 再审、 执行的各个阶段， 使
诉讼调解与大调解机制在立案前、 开庭前、 开庭中、
开庭后乃至判决后执行中都可以通过有效渠道实现
相互衔接。 进一步实现案件类型的衔接，即除了传统
的婚姻家庭、相邻关系、宅基地纠纷等案件和已纳入
诉调对接范围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 劳动纠纷
案件、涉外商事审判等，还要努力将近年来处于高发
态势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民间借贷纠纷、环境污染
损害赔偿纠纷等均纳入诉调对接领域。 要积极探索
在自诉刑事、行政案件中引入诉调对接的工作机制；
积极参与“ 五位一体” 的劳动争议调解体系； 进一步
加强与版权、 专利等行政执法部门以及行业协会的
沟通联系，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开展诉调对接工作；与
共青团组织建立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诉调对接
工作机制；健全完善基层协助审判和协助执行网络，
充分发挥协助员促进调解、和解的作用；积极探索律
师参与诉调对接工作的机制，等等。
在进一步加强法院诉讼调解的同时， 要大力开
展委托调解和协助调解工作。 要积极协助调解和委托
调解三类案件：单纯由法官调解存在一定难度，但依靠
社会力量的介入可能调解成功的案件； 虽然法官个人
可以调解成功， 但社会力量的介入会取得更好的社会
效果的案件；调解难度较大、依靠社会力量虽不一定能
调解成功，但可以缓和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为判决创造
良好环境的案件。 要结合深入推进司法民主建设，进一
步拓展人民陪审员工作职责， 由参与庭审延伸到主持
诉前调解、诉讼调解、行政案件协调、执行和解等工作
领域；进一步推动特邀咨审员工作，继续积极邀请特邀
咨审员参加涉诉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落实全年邀请
特邀咨审员协助法院（ 协调） 工作的目标要求， 加强
巡回审判、就地办案，更多地约请基层组织和群众代
表参与案件的调解（协调）工作。

在平凉市四十里铺粮食管理所破产清算中，经破产清算组
清理，现决定对破产企业平凉市四十里铺粮食管理所位于平凉
市崆峒区四十里铺镇清街村36 号、 崆峒区大寨乡赵塬村2 号
本人2011 年8 月16 日在北京天龙东洋
的地上建筑物（ 不含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 分别整体公开竞价
转让变现，有意竞买者请于公告之日起7 日内与破产清算组联 世缘印刷物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永寿和
系（电话0933-8615393）办理报名登记手续并现场查看实物。
马玉梅用刀胁迫的情况下， 签署了关于天津
平凉市四十里铺粮食管理所破产清算组
市红狮油墨有限公司加工生产伪造K80、K90
在平凉市花所粮食管理所破产清算中， 经破产清算组清 四色胶印油墨并由本人销售的《 证明》 一份，
理，现决定对破产企业平凉市花所粮食管理所位于平凉市崆峒
明》 签署非本人真实意思， 其内容也非
《证
区索罗乡索罗街道43 号的地上建筑物（不含国有划拨土地使 该
事
实
情
况。 现本人声明该《证明》不具任何法
用权） 整体公开竞价转让变现， 有意竞买者请于公告之日起7
日内与破产清算组联系（ 电话0933-8615393） 办理报名登记手 律效力，本人亦不对其承担任何责任！
特此声明！
续并现场查看实物。 平凉市花所粮食管理所破产清算组
赵芳芳
在平凉市西郊粮库破产清算中，经破产清算组清理，现决定对破
产企业平凉市西郊粮库位于平凉市崆峒区崆峒西路189 号的地上建
2011 年
8月
23 日
筑物（不含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整体公开竞价转让变现，有意竞买者
请于公告之日起7 日内与破产清算组联系（电话0933-8615393）办理 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交付财产；有关中国农垦广州公司的债
报名登记手续并现场查看实物。 平凉市西郊粮库破产清算组 权人不得接受债务人的履行。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1 年
上午9 时召开，会议地点在本院（广州市仓边路28
9月
21 日
号）第二十八法庭。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1 年5 月31 日依法受理中国农垦广州公司申
本院于2011 年1 月28 日受理的河南润丰化工有限公司申请
请破产还债一案，有关中国农垦广州公司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 破产清算一案，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
布之日起30 天内向管理人中国农垦广州公司破产清算组申报 于2011 年8 月15 日作出（2011）项法民破字第00001-3 号民事裁
债权【申报债权地点：广州市天河路208 号粤海天河城大厦26 定书，宣告河南润丰化工有限公司破产。 [河南]项城市人民法院
楼，德勤企业顾问（深圳）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联系人：罗瑞
本院根据债务人枣庄市制革厂的破产申请，于2011 年8 月12
芬，联系电话：020—28311137】。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说明债权 日作出（2011）枣民破字第6-1 号民事裁定，立案受理了该案。 未收
的数额和有无财吞产担保，并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不按规定 到通知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枣庄市制革厂管理
申报债权的，不能在破产程序中行使权利。 有关中国农垦广州 人（申报地址：枣庄市峄城区凤凰路92 号；联系电话：18663262266；）
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申请执行 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
人可凭生效的法律文书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有关中国农垦广 逾期申报债权的依法规定。 该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州公司的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1 年11 月
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 有 29 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召开。债权人应准时参加，并向本院
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提起；有关中国农垦广州公司 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或法定代表有人身份证明书，有委托代理人的，提
的债务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有关中国农垦广州公司的财 交授权委托书。
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声明

、

15

7版

人民法院报２０11 年8 月23 日（总第5066 期）
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 特此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金牛执字第1191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状况申报表。 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苏迅、邓玉蓉：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四川儒龙医药有限公司与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和本院
州法执字第351 号执行裁定书，对苏迅、邓玉蓉所有的位于
（2011）巴
巴中市龙泉街54 号三联公寓2 单元302 号房屋予以查封。 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四川]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
赵德应： 本院受理执行的唐凤珠与你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7）德中法执字第16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本
院（2007）德刑三初字第16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第二项的本次
执行程序。 如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的，可以随
时请求人民法院继续执行。 本裁定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11）

清算公告

在平凉市安国粮食管理所破产清算中， 经破产清算组清
理，现决定对破产企业平凉市安国粮食管理所位于平凉市崆峒
区安国乡安国村3 号的地上建筑物（ 不含国有划拨土地使用
权） 整体公开竞价转让变现， 有意竞买者请于公告之日起7 日
内与破产清算组联系（ 电话0933-8615393） 办理报名登记手续
并现场查看实物。
平凉市安国粮食管理所破产清算组
在平凉市香莲粮食管理所破产清算中， 经破产清算组清
理，现决定对破产企业平凉市香莲粮食管理所位于平凉市崆峒
区香莲乡什字街1 号的地上建筑物（ 不含国有划拨土地使用
权） 整体公开竞价转让变现， 有意竞买者请于公告之日起7 日
内与破产清算组联系（ 电话0933-8615393） 办理报名登记手续
并现场查看实物。
平凉市香莲粮食管理所破产清算组

送达破产文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