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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
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等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工作实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军
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为了解《规定》发布
的背景和主要内容， 记者采访了最高人
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

《规定》出台背景
记者： 请问最高人民法院为什么要

出台这部司法解释？

负责人：《规定》的出台，是充分发挥
军事法院处理涉军民事案件，依法保障国
防利益、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和地方当事人
合法权益的职能作用，切实维护军队稳定
和社会和谐的需要，也是人民法院加强涉
军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重要举措。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 军内经济
纠纷案件持续增多。

1992

年
10

月
4

日，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军事法院审理
军内经济纠纷案件的复函》，指定军事法
院可以试办双方当事人都是军队内部单
位的经济纠纷案件。随着军人婚姻家庭、

宣告军人失踪或死亡、武器装备订货、军
队财产转让、军人间借贷、国防专利等军
内民事案件大幅度增长，

2001

年
6

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军事法院试
行审理军内民事案件问题的复函》（以下
简称

2001

年《复函》），将军事法院民事
案件的管辖范围扩大到双方当事人都是
现役军人、部队管理的离退休干部、军队
在编职工或者军内法人的民事案件等。

对于申请宣告军人失踪、 申请宣告军人
死亡的案件，申请人向军事法院提出的，

军事法院也可以受理。 军事法院开展民
事审判工作近二十年以来， 在及时化解
涉军民事矛盾纠纷， 维护部队官兵合法
权益， 促进部队全面建设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

随着涉军案件审判的深入开展，影
响涉军维权工作发展的问题日益突出。

一是军事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法律
依据不足。 由于军事法院组织法尚未发
布实施， 仅有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二条对
军事法院作为专门人民法院原则规定，

未对其组织机构与审判职权进一步明
确。 由于

2001

年《复函》不属于司法解
释，只是司法解释性文件，效力不够。 军
事法院民事案件管辖问题属于涉军类民
事案件受理如何应用法律的问题， 应当
采用“解释”的形式予以明确。

二是地方法院审理涉军案件往往存
在主体资格认定难、诉讼文书送达难、财
产保全难、调查取证难、审理周期长以及
裁判执行难等问题， 这些问题严重影响
了涉军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为此，最高
人民法院

2010

年制定发布《关于进一步
加强人民法院涉军案件审判工作的通
知》，专门就完善军地协调机制，建立健
全军地联席会议、 涉军案件信息通报等
制度提出要求， 以推动解决涉军案件审
判的突出问题。 但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是

军人或者军队单位， 地方当事人申请宣告
军人失踪、死亡，以及请求军人或者军队单
位承担侵权责任等民事案件， 地方法院审
理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调查取证难、 送达
难、执行难等困难。

三是军事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过
窄。 根据

2001

年《复函》规定，军事法院只
能审理双方当事人都是军人或者军队单位
的民事案件， 这使一些由军事法院解决更
为便利、 矛盾纠纷化解更为彻底的案件无
法进入军事法院， 审判资源未得到合理配
置。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等多次提出相关
建议，要求加强立法，加强军事法院审理民
事案件的职能， 切实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
军属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
2010

年启动《规定》

起草工作，历时三年，中间反复修改并多次征
求意见。在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又经多次
讨论修改和研究论证，出台了《规定》。

管辖范围新规定
记者： 在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管辖范围

方面，《规定》有哪些新内容？

负责人：对于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管辖范
围的确定，《规定》作了三个方面的新规定。

一是在
2001

年《复函》规定军事法院
对于双方当事人均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案

件管辖的基础上， 将专门管辖的范围扩大
到涉及机密级以上军事秘密案件， 以及适
用特别程序审理案件。

二是明确地方当事人可以自主选择由
军事法院管辖的案件。包括：军人或者军队
单位执行职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
责任纠纷案件； 当事人一方为军人或者军
队单位， 侵权行为发生在营区内的侵权责
任纠纷案件； 当事人一方为军人的婚姻家
庭纠纷案件； 申请宣告军人失踪或者死亡
等案件。

三是遵从民事诉讼法协议管辖的规定，

明确当事人一方是军人或者军队单位，且合
同履行地或者标的物所在地在营区内的合
同纠纷案件，当事人书面约定由军事法院管
辖，不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专属管辖和
专门管辖规定的，可以由军事法院管辖。

立法基本思路
记者：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规定》的基

本思路是什么？

负责人：《规定》 立足于对军事法院民
事案件受理范围和条件进行规范，主要从以
下四个方面，依法维护军地双方合法权益。

第一， 坚持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范
围适当性原则。军事法院是专门法院，其管
辖民事案件范围应有限度， 以双方当事人

都是军人或者军队单位为原则， 根据当事
人意思自治， 适当扩大到一方当事人为军
人或者军队单位的案件。

第二，坚持两便原则。认真贯彻民事诉
讼法方便当事人诉讼、 方便人民法院审判
的原则， 对于交通不便和当地未设军事法
院的，可以向地方人民法院起诉，由当事人
选择管辖法院。

第三，坚持程序公正原则。管辖问题是
当前民事诉讼中引发争议较多的方面，对
当事人实体权益影响较大。 《规定》强调对
当事人程序权利的保障， 专门就管辖争议
的解决及管辖异议救济进行明确。

第四，兼顾国防利益、军人权益和地方
当事人权益保护的原则。 对于一方当事人
为地方的民事案件，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

坚持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

管辖权争议解决途径
记者：《规定》 如何协调军事法院和地

方人民法院之间的管辖权争议问题？

负责人：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
规定为解决管辖争议问题提供了法律依
据。据此，《规定》第五条对军事法院与地方
人民法院之间相互移送管辖作出规定。 该
条第一款规定， 受理法院发现案件不属于
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受

移送的法院应当受理。 与一般案件移送管
辖不同的是， 当受移送的地方人民法院认
为受移送案件不属于地方人民法院管辖
的，应当报请上级地方人民法院协调处理，

而不是由其指定管辖。 这是由于军事法院
与地方人民法院分属两个系统， 上级地方
人民法院无权指定军事法院管辖。同理，地
方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民事案件属于军事
法院管辖的，参照前述规定办理。

此外， 虽然军事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
建制不同，但都分为三级，且最高人民法院
是其共同的上级法院。因此，《规定》明确军
事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之间发生管辖权争
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
请各自的上级法院协商解决； 仍然协商不
成的，可以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地方当事人诉讼权利
记者： 在保障地方当事人诉讼权利方

面，《规定》有何具体规定？

负责人：《规定》 除了在军事法院民事
案件管辖范围方面， 明确地方当事人的选
择管辖、协议管辖以外，还在以下方面加强
对地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一是规定了军事法院专门管辖的案
件， 如果当事人住所地省级行政区划内没
有可以受理案件的第一审军事法院， 或者
处于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 双方当事
人同意由地方人民法院管辖的， 地方人民
法院可以管辖。

二是明确了当事人的管辖异议救济
权，规定军事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
辖权有异议的， 可以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
出。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
的军事法院或者地方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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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17

日（总第
5428

期）

本院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受理的北京华综电子仪器厂破产
清算一案，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于
2012

年
9

月
5

日作出（

2012

）一中民破字第
1278

号民事裁定书，

宣告北京华综电子仪器厂破产。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北京北辰陶瓷工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2

年
7

月
13

日裁定受理北京北辰陶瓷工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经本
院审查，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北京北辰陶瓷工业有限公司资
产总额为

237.62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1235.41

万元， 所有者权益
为
-10997.78

万元，资产负债率
4728.24%

。 北京北辰陶瓷工业有
限公司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本院认为，北京北辰陶瓷工
业有限公司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不抵债，符合申请破产的条
件，应当宣告北京北辰陶瓷工业有限公司破产。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本院于

2012

年
8

月
10

日作出（

2012

）二中民破字第
11211-2

号民事裁定，宣告北京北辰
陶瓷工业有限公司破产。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2

年
3

月
30

日， 本院根据北京国泰博通商业设施租赁
中心的申请裁定受理北京国泰博通商业设施租赁中心破产清
算一案，查明，北京国泰博通商业设施租赁中心的债权人申报
债权总额为

11474291.45

元， 北京国泰博通商业设施租赁中心
无可分配财产。 本院认为，北京国泰博通商业设施租赁中心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宣告破产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
于

2012

年
9

月
10

日裁定宣告北京国泰博通商业设施租赁中
心破产。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公告
(2012)

深中
法破字第

15

号本院根据惠州市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2

年
7

月
10

日裁定受理深圳市万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 并于

2012

年
7

月
10

日指定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为深圳
市万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自本案受理之日起，有关深圳市
万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提起，已经开始而
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依法应当中止， 在管理人接管其财
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

;

对深圳市万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财产的保全措施依法应当解除，执行程序依法应当中止，其财产非
经本院同意，不得查封、扣押、冻结、处置。深圳市万通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2

年
11

月
16

日前，向深圳市万通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管理人

(

通讯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田面城市大厦
24

楼
;

邮政
编码

:518026;

联系人
:

李洪楷
;

联系电话
:13510383803;

传真
:0755-

82816855)

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深圳市万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万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
本院第五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二

0

一
二年九月六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深圳市成就进出口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工作已经完成，

无财产可供分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
十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2

年
8

月
24

日裁定终
结深圳市成就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二

0

一二年九月十一
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郧县中药材公司破产财产已分配完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

120

条之规定， 本院于
2012

年
8

月
22

日裁定终结郧县中药材公司破产程序。

[

湖北
]

郧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郴州玛瑙山矿破产还债一案，现郴州玛瑙山矿

破产清算工作已经结束，本院根据破产管理人的申请，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依法作出裁定，终结郴州玛瑙山矿破产程序，未得
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2

年
9

月
3

日裁定受理江苏省南通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清算组申请江苏省南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 并指定江苏省南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为江苏省南通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江苏省南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30

天内，向江苏省南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工农路

486

号综合楼
801

办公
室； 邮政编码：

226008

； 联系人： 陆建栋； 联系电话：

0513-

89018299

）申报债权。 申报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
担保及是否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债权人如系法人，

应提交法人营业执照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如系自然人，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有委托代理人，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逾期
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江苏省南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江苏省南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
上午

9

时
30

分在江苏省南通市工农路
246

号本院
13

号法庭召
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2

年
9

月
3

日裁定受理南通市塑料四厂清算组
申请南通市塑料四厂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南通市塑料四厂清算
组为南通市塑料四厂管理人。南通市塑料四厂的债权人应自公告
之日起

30

天内，向南通市塑料四厂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苏省南
通市工农路

486

号综合楼
801

办公室；邮政编码：

226008

；联系
人：陆建栋；联系电话：

0513-89018299

）申报债权。 申报时应当书
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 债权人如系法人，应提交法人营业执照以及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如系自然人，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有委托代理人，

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南通市塑料四厂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南通市塑料四厂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2

年
11

月
7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江苏省南通市工农路
246

号本院
13

号法庭召开，请各债
权人准时参加。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2

年
9

月
3

日裁定受理南通市机械工业供销总
公司清算组申请南通市机械工业供销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南通市机械工业供销总公司清算组为南通市机械工业供
销总公司管理人。 南通市机械工业供销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
告之日起

30

天内，向南通市机械工业供销总公司管理人（通讯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工农路

486

号综合楼
801

办公室；邮政编
码：

226008

；联系人：陆建栋；联系电话：

0513-89018299

）申报债
权。 申报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连带
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债权人如系法人，应提交法人营业
执照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如系自然人，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 如有委托代理人，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逾期申报者，可以
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 南通市机械工业供销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尽快向南通市机械工业供销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2

年
11

月
7

日下午
2

时
30

分在江苏省南通市工农路
246

号本院
13

号法庭召开， 请各债
权人准时参加。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江苏北大荒油脂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裁定受理江苏永芳粮油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
2012

年
8

月
24

日指定盐城鑫成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江苏永
芳粮油有限公司管理人。 江苏永芳粮油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2

年
11

月
23

日前，向盐城鑫成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地址：

盐城市迎宾南路
68

号， 邮编：

224000

， 联系电话：

0515 -

88353199

）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江苏永芳粮油有限公司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江苏永芳粮油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
十四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涵。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

江苏
]

大丰市人民法院
因滨州市鲁滨制粉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已经最后分配

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的规
定，本院于

2012

年
9

月
6

日裁定终结该公司破产程序。

[

山东
]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山西省工矿机电总公司的申请于

2012

年
9

月
3

日裁定受理该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2

年
9

月
3

日
指定山西省扶贫开发服务公司破产清算组为该公司管理人。 该
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
地址： 太原市新建路

42

号； 邮政编码：

03000

； 联系电话：

13073538631

；联系人：杨建中）申报债权。 逾期申报者，可以在
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 该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该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
2

号法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出
席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
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等法律规定， 结合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
作实际， 对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有关
问题作如下规定：

第一条下列民事案件， 由军事法
院管辖：

（一） 双方当事人均为军人或者军
队单位的案件，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

（二） 涉及机密级以上军事秘密的
案件；

（三） 军队设立选举委员会的选民
资格案件；

（四） 认定营区内无主财产案件。

第二条下列民事案件， 地方当事
人向军事法院提起诉讼或者提出申请
的， 军事法院应当受理：

（一） 军人或者军队单位执行职务
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纠纷案
件；

（二） 当事人一方为军人或者军队
单位， 侵权行为发生在营区内的侵权责
任纠纷案件；

（三） 当事人一方为军人的婚姻家
庭纠纷案件；

（四）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
的不动产所在地、 港口所在地、 被继承
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在
营区内， 且当事人一方为军人或者军队
单位的案件；

（五） 申请宣告军人失踪或者死亡
的案件；

（六） 申请认定军人无民事行为能
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案件。

第三条当事人一方是军人或者军

队单位， 且合同履行地或者标的物所在地
在营区内的合同纠纷， 当事人书面约定由
军事法院管辖， 不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
辖、 专属管辖和专门管辖规定的， 可以由
军事法院管辖。

第四条军事法院受理第一审民事案

件， 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关于地域管辖、

级别管辖的规定确定。

当事人住所地省级行政区划内没有可
以受理案件的第一审军事法院， 或者处于
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 双方当事人同
意由地方人民法院管辖的， 地方人民法院

可以管辖， 但本规定第一条第（二） 项规
定的案件除外。

第五条军事法院发现受理的民事案
件属于地方人民法院管辖的， 应当移送有
管辖权的地方人民法院， 受移送的地方人
民法院应当受理。 地方人民法院认为受移
送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 应当报请上
级地方人民法院处理， 不得再自行移送。

地方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民事案件属
于军事法院管辖的， 参照前款规定办理。

第六条军事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之
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 由争议双方协商解
决； 协商不成的， 报请各自的上级法院协
商解决； 仍然协商不成的， 报请最高人民
法院指定管辖。

第七条军事法院受理案件后， 当事
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应当在提交答辩状
期间提出。 军事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

议， 应当审查。 异议成立的， 裁定将案件
移送有管辖权的军事法院或者地方人民法
院； 异议不成立的， 裁定驳回。

第八条本规定所称军人是指中国人
民解放军的现役军官、 文职干部、 士兵及
具有军籍的学员，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的现役警官、 文职干部、 士兵及具有军籍
的学员。 军队中的文职人员、 非现役公勤
人员、 正式职工， 由军队管理的离退休人
员， 参照军人确定管辖。

军队单位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部
队和预备役部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及其编制内的企业事业单位。

营区是指由军队管理使用的区域， 包
括军事禁区、 军事管理区。

第九条本解释施行前本院公布的司
法解释以及司法解释性文件与本解释不一
致的， 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2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3次会议通过）

法释〔

2012

〕

11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已于
2012

年
8

月
20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53

次会议通过， 现予公布， 自
2012

年
9

月
17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2

年
8

月
28

日

充分发挥军事法院职能作用 切实保障国防及相关方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张先明

上接第一版
各级法院还不断健全执行信息查询

系统， 为当事人查询执行案件信息提供
方便， 对选择鉴定、 评估、 拍卖等机构
的过程和结果， 全面向当事人公开。

2010

年， 北京高院正式成立了全国首
家执行信息查询中心， 重庆全市从
2009

年
4

月实行涉讼资产均进入重交
所并实行电子竞价交易，

2010

年
12

月
全面推行互联网电子竞价。

在审务公开方面， 各级法院充分利
用网站、 “微博” 等平台， 向社会公布
各类情况； 举办“法院开放日” 活动，

让人民群众参与和感受司法； 设立新闻
发言人， 积极利用媒体宣传法院工作，

并对网络舆论进行合理疏导。

重大案件举行意见征询会
“法院判决要引导社会， 更要忠于

法律， 既然协议无效， 就应该判决女方
返还钱款。”

“男方包养情人有错在先， 应该判
决驳回男方的诉讼请求， 老百姓会更能
认可。”

言辞针锋相对， 甚至有点“火药
味”， 这不是辩论赛， 而是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的重大案件意见征
询会的一个场面， 前者的观点来自某大
学法学院教授， 后者的观点来自一位人

大代表。 此案原、 被告为情人关系， 签订
了一份特殊的协议： 男方为女方斥资百万
买房， 女方承诺做他的情人； 如女方提出
分手， 则要返还男方购房款。 没多久， 男
方就反悔诉至法院， 要求确认协议无效，

女方归还房款。

为处理好纠纷， 杭州中院专就此案召
开了意见征询会。 最后， 浙江省法学会副
会长牛太升的意见得到了大多与会同志的
认同： 婚外情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列
入法律调整的范围要谨慎。 从本案的社会
效果来讲， 最好让双方都占不到便宜。 最
终， 杭州中院以双方行为违背社会公序良
俗、 不受法律保护为由， 驳回了男方的诉
请。

针对热点难点案件召开意见征询会，

是近年来杭州中院加强司法公开的一项新
举措。 作为全国

100

家司法公开示范法院
之一， 该院在加强司法公开建设方面规定
了

36

项具体举措， 该院还全面推行裁判
文书上网工作， 开展司法拍卖社会化、 市
场化改革， 建立法学专家咨询委员会、 特
约监督员等制度， 并深入开展公众开放日
活动， 社会反响良好。

“司法越透明，公众越信赖”

司法公开是衡量法治发展的标尺， 是
法治社会的本质要求。 司法公开是一项宪

法原则和基本诉讼制度， 是促进司法民主
的重要基础， 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保
障， 是树立司法公信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
共产党执政理念发生重大转变的大背景
下， 顺应民众需求和尊重司法规律， 司法
公开具有必然性。

司法需要全面公开， 不能选择性公
开， 要做到“以公开为原则， 以不公开
为例外”。 为全面推进司法公开， 最高人
民法院自实施“五年改革纲要” 以来，

陆续推出了许多推进司法公开的制度和
措施， 构成了司法公开改革的依据和机
制， 表明司法公开改革在扎扎实实地推
进。

浙江法院推动“阳光司法工程” ，

尝试在全国推出首个“司法透明指数”，

让司法公开走向量化， 正是中国司法公
开改革不断深入的一个显例， 是切实抓
好司法公开措施落实的具体行动， 引起
了广泛关注。 对于切实、 主动、 及时、

充分地提供司法信息， 提升司法公开工
作的科学化、 制度化和规范化程度， 司
法透明指数产生具有必然性和标志性。

当下， 司法透明指数的现实意义在于：

它是司法改革的突破口， 是公众行使权
利、 监督司法的理性通道， 是提高司法
公信力、 树立司法权威的长效机制。 司
法权威是建立在公众参与和监督的基础
上的； 司法越透明， 公众就越信赖， 司
法就越具有权威。 这正是司法改革努力
的方向。

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钱弘道

典型经验

点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