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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积极稳妥融入司法改革的热潮
本报记者 贺 磊 本报通讯员 王 颖 孙巍栋

走进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你能感受到这个建院已65年法院的活力与能量。近年来，在院党组
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干警的共同努力下，慈溪法院着力打造多元诉调衔接平台、强化破产及金融案件办
理、深化阳光司法推进司法公开；与此同时，稳妥探索、积极推进庭审记录改革、诉讼档案电子化、
大陪审制、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等创新工作，逐步融入司法改革热潮。该院工作颇多亮点，收获诸多
荣誉，2015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优秀法院”荣誉称号。

做实干者 打造多元诉调衔接平台

“现在开庭，由书记员宣布法庭纪
律。”这天下午 2点 15分，承办法官敲
响法槌，慈溪法院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
正式开庭审理。而此时，设置在该院大
门西侧的 LED 大屏幕上，正在进行实
时直播。几位经过法院的市民，被正在
进行的庭审吸引，不由驻足观看。

其中一位市民感叹：“我以前在法
院旁听过庭审，这次的形式，好像不大
一样。”是的，不单是观看庭审的方式
发生了变化，眼前正在直播的这个案
件，审判席上坐了 5个人。“我记得是
三个人的呀，怎么现在是五个了？”这
是慈溪法院正以“1+4”大陪审模式审
理案件。以往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均
由 1至 2名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
行审理，实行大陪审后，人民陪审员
增加到 4名。“大陪审不仅是人数的增
加，陪审员对案件的参与度也极大提
高。关于案件事实的认定，由人民陪
审员主导，法律适用及判决意见由主
审法官提出，再由人民陪审员进行表
决。”该院一名法官介绍。大陪审模式
就是将案件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进行
剥离，实质性地赋予人民陪审员事实认
定的主导权。这一措施，激发陪审员的
参审热情，也弥补了部分青年法官在社
会经验、社情民意把握等方面的不足。

参与过大陪审制的陪审员胡建国
说：“大陪审模式能让人民陪审员实实
在在享有司法参与权，在参审的每个案
子中，体现出公平、公正。”胡建国，
是慈溪法院目前 150 名人民陪审员之
一。150名，慈溪法院拥有宁波地区最
多的人民陪审员。“这是2013年以来启

动陪审员‘倍增计划’的成果。”该院政
治处主任卞益平说，“我院人民陪审工作
一直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我们在全省
最早设立陪审办，制定《人民陪审员管理
实施规定》，相关经验在最高人民法院专
题座谈会上作书面交流。2015 年，我院
继续推进‘倍增计划’，人民陪审员人数
将达到230名。”

自 2010 年换届以来，该院人民陪审
员共参与陪审14306人次，参审民事、刑
事、行政等各类案件11333件，参审率由
2010 年的 52%提升到了现在的 98%以上，
为推进司法公开、司法民主做出了突出贡
献。

司法触“电”、触“网”。该院已有
百余件案件通过法院网站、官方微博和
户外 LED 大屏幕实现直播。所有判决案
件裁判文书全部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予
以公布，实现了文书上网公开率 100%。
审判、执行流程动态公开。随案发放外
网查询告知书，便于当事人查询案件审
理动态信息，建立执行短信告知平台，
及时告知申请执行人执行案件进展。将
被执行人失信信息统一纳入人民银行征
信系统，也就是俗称的“信用黑名单”，
通过报刊、门户网站及其他网络媒体，
以及市区人流量集中区域的两块户外
LED 大屏幕滚动播放“老赖”信息，加
大对“老赖”公示曝光力度，督促被执
行人自觉履行。另外，该院 2000 年以来
约 19万余件案件已经可以电子化查阅利
用，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置“档案查询”专
窗，配备查询终端及打印设备，实现当即
查询，现场打印，目前已经累计接受各类
查阅5万余次。

2014 年 10 月，广东省佛山市
一家电热器具公司将宁波一家电热
器具公司起诉到慈溪市人民法院。
原告诉称，被告因生产需要，自
2012 年 12 月起向原告购买各类型
号的发热管，尚欠 35 万元未支
付，原告请求被告及时向其支付剩
余货款，并赔偿利息损失。

由于当事人有长期的业务关
系，存在和解基础，法官向案件双
方的代理律师介绍了律师主持和解
制度。双方律师在取得当事人同意
后，向法院提交了律师主持和解申
请。几天后，当法院再次组织开庭
时，两位律师带来了当事人的和解
协议：被告同意以分期付款的形
式，于每月 15 日前支付 2.5 万元，
直至款项付清。最后，法院通过调
解书的形式确认了和解协议内容，
该案在立案20天后调解结案。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若有一
个能客观分析案情、充分释明法理
的人来做调解工作，将对顺利结案
起到很大作用。”主审法官认为，
在双方当事人均聘请律师作为代理

人的案件中，通过双方律师主持和
解工作更加有利于调解成功。

2014 年以来，慈溪法院根据
上级法院的部署，积极推进法律职
业共同体建设。建立律师主持和解
制度及沟通机制，组织辖区律所参
与研讨，促进达成工作共识，协商
破解调解障碍。截至目前，已有
30 起案件通过律师主持和解的方
式调解成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果。而这，只是慈溪法院构建多元
诉调衔接机制的一个环节。

该院自2010年8月全面启动诉
调衔接工作以来，不断创新工作模
式，形成了以“立案庭人民调解中
心”和“法庭人民调解室”为主
导，“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和

“消费者维权中心”为补充，“司法
联络室”和“基层法制促进员”为
辅助的多元化诉调衔接平台。近三
年来通过该平台受理各类纠纷
6500 余件，调处成功 5700 余件，
化解纠纷占同期民商事案件的20%
左右，有效缓解审判压力、减轻当
事人讼累。

今年 3月 31日，慈溪法院第一审判
庭正在召开慈溪市蔬菜开发有限公司破
产重整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前来参会
的债权人代表对是否可以实现债权极其
关注。该案的主审法官在会后仍在继续
解答债权人的疑问，并安抚他们的情
绪。“请相信，我们法院会依法稳妥处理，
破产案件需要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请
大家理解。”

近年来，慈溪法院积极探索企业破
产案件审理机制，成立破产案件审理工
作小组，规范和简化审理程序，有效应对
破产案件的剧增态势，切实帮助企业走
出发展困境，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慈
溪法院副院长沈维江介绍：“困境企业启
动破产清算程序，有利于提高资产的利
用效率，最大限度地维护债权人的利益；
而对破产重整企业来说，有利于稳定员

工，降低企业运营财务成本。”据了解，去年
以来，慈溪法院共受理破产案件 18件，其
中破产清算9件，破产重整9件。

针对金融案件的倍增态势，近年来，慈
溪法院还出台服务保障金融改革创新的
实施意见，积极探索重大涉企纠纷的诉
前处置化解机制，主动参与金融风险应
对，助力党委政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同时，积极加大金融案件审执力度，与
当地政府构建协同处置机制，打击金融
逃废债行为，开展“金融案件强制执行
月”活动，妥善处理和化解了一批因担保
链、资金链和逃废债等引发的金融案件，
有力保障了慈溪当地金融改革创新。去年
8月，慈溪市编委办批复同意该院增设金
融审判庭并配备相应职数，该院金融审判
工作走向专业化道路。今年4月，该院金
融审判庭正式运行。

2014年8月，一起适用小额诉
讼程序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在
慈溪法院某审判庭快速审结。与以
往不同的是，这次庭审不设书记
员，全程录音录像，大幅提高了庭
审效率。该案无笔录庭审模式在宁
波法院尚属首例。

“因案情较为简单，案件标的
额较小，法院决定适用小额诉讼程
序审理此案。”开庭前，承办法官
告知到庭当事人，本案庭审采取全
程录音录像，庭审记录以录音录像
为准，不另设书记员记录庭审笔
录。“这样既确保了庭审记录的客
观性，又节省了大量记录、校对工
作，提升了法庭庭审的效率，节约
了司法资源。”法官说，若当事人
需要，可以向法院申请提供书面誊
本。

“庭审记录由传统书面记录转
为录音录像记录是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 2014 年推出的一项重点工
作，更是一项创新性举措。我们慈
溪法院作为试点法院之一，积极稳
妥推进，效果明显。”从院长杨永
宗的介绍中记者了解到一些重要的
数据，近几年，慈溪法院案件总量
在高位运行中持续攀升，收、结案

数一直居宁波各县（市）区法院首
位，全省前列。以 2014 年为例，
该 院 收 案 25353 件 ， 办 结 25444
件。其中，受理刑事案件 2052
件，审结 2050 件；受理民商事案
件 13870 件，审结 13959 件；执行
案件 7420 件，执结 7375 件。这也
是推进庭审记录方式改革的重要背
景。“庭审记录方式改革，减轻了
书记员的工作负担，同时倒逼审判
人员更加注重庭前准备工作，提高
庭审质量和效率，也有利于落实

‘庭审中心主义’。”
2014年8月，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印发《关于庭审录音录像改革
的试行意见》后，慈溪法院根据省
高院的统一部署，按照“科学求证
大胆试行”的思路，积极稳妥推进
庭审记录方式改革。9月 1日至 10
月30日，该院庭审记录改革在8个
部门试行，以录音录像方式代替书
面庭审记录审理案件共 291件。11
月1日开始，庭改在全院除行政庭
以外的业务庭及人民法庭铺开，至
今共以庭改方式审结案件 2000 余
件，位居全省前列，审判效率大大
提升，浙江省内十余家法院前来考
察借鉴。

做探索者 稳步推进庭审记录改革

做实践者 融入司法体制改革热潮

做担当者 加强金融案件审判工作

融入司法体制改革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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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斯达（香港）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凯利置业有限公司
与你公司及聚融（海门）商务城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民四终字第31号应诉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5年10
月 15日上午 9时在我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余顺就、陆炳龙：本院受理原告唐奕新诉被告余顺就、陆炳
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5）江蓬法民一初字第 185号]，因无法
联络你，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查封扣
押财产清单（诉讼保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及二十日内。本院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即于 2015年 9月 9日上午 9时在江门市蓬江区人
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 [广东]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

李海荧：本院受理原告李延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一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肥乡县人民法院

扬州延展工业气体有限公司、江苏江都船舶集团公司、中海工
业（江苏）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南京莱佛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
们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科创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科创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科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创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何俊明、
张燕、何质恒：本院受理原告悦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诉讼风险提示、开庭传票及民事裁
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超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上午九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创新日化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省迈达重钢结构股份有限
公司、徐州舜发泡花碱有限公司、江苏鑫路通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徐州市鑫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王业峰、张馨元、高洪、张黎、王业
启、陈迎、王颖：本院受理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
山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等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0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陆学琪、章生华：本院受理施久玲诉你们、尤正才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及上诉状副本。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上诉和答辩状的期限分
别为送达期满后的15日、10日内。 [江苏]靖江市人民法院

徐克宽、吴小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化支行与你们之间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与义务须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1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12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兴化市人民法院

顾飞：本院受理王海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坊镇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陕西]合阳县人民法院

张俊：上诉人田国荣就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乐民
初字第128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佐弼：本院受理原告候美凤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时 30分在卡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云南]个旧市人民法院

云南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徐州热电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上诉人DAC中国特别机遇（巴
巴多斯）有限公司[DAC CHINA SOS（BARBADOS）SRL]与被上
诉人徐州海鹏轮胎有限公司、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徐州徐
工轮胎有限公司、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徐州轮胎集团有限
公司及你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本院（2014）民四终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高诚建：本院受理天津紫海航运有限公司诉你船舶经营管
理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4）
津海法商初字第 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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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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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海事法院

张明兴；左文碧；王晓磊；徐杰；孙立成；曹芝辉；孙洋；秦松涛；
王正全；李柏；张玉臣；欧俊；荣玉兰；周荣；刘生东；施红冬、陆纯
兰；洪跃；徐伟；季东；张宏洲；吴惠；徐武荣；韩渠；马志伏；赵勇；李
光兴；张永柱；章如军；弓许涛；汤凤顺；钟声锋：本院受理汇通信诚
租赁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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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秦楠；范汉生；代光平；阎丽；曾庆良、谢七妹；张正；郑艳光；关
洪轩；史春梅；谢俭腾；朱灵敏；朱杨文：本院受理新疆广汇租赁服
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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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南通现代海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海海帆船舶设备有限
公司诉南通现代海运有限公司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2014）沪海法商初字第
1678号民事判决书。你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洋口港派
出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海事法院

厦门兆千集团有限公司、郑忠才、张梅真：上诉人建阳胜德大
酒店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一审被告厦门兆千集团有限公司、郑忠才、张梅真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依法裁定。现最高人民法院委托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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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
法律效力。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深圳中融华通担保有限公司：原告王丽红、张水红、曾远、杨
宇、梁淑青、梁思乐、李建兴、祝兆平、杜海滨、崔聪玲、侯凤芹、徐
伟、唐艳霞、欧治芬、朱进、卢雪娟、蒋起祯、何英子、叶健豹诉被告
佛山市顺德区御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你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十九
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管辖权异议裁定书、被告佛山市顺德区御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管辖权异议上诉状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民事裁定书，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15日。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杨国峰、李莉：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分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5）太商初字第001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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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太仓市人民法院

杨庆军：本委受理的申请人营口贤友混凝土加工有限公司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委领取营仲裁字[2013]第 110号裁决书（本委地址：营口市
金牛山大街西11号），逾期，视为送达。 营口仲裁委员会

2014年6月8日
蔡红霞：本委受理申请人湖南泰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商品

房买卖合同纠纷仲裁案，由于无法与你取得联系和送达相关仲裁文
书，于2015年3月22日在人民法院报向你公告送达了《应裁通知
书》、《岳阳仲裁委员会仲裁暂行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风险提
示书》和《仲裁申请书》（副本）。申请人湖南泰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年5月28日变更仲裁请求，变更事项为确认其与你2004年9月
27日签订的编号为03221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现向你公告送
达上述文书资料和变更仲裁请求申请书（副本），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上述文书送达后10日内按《岳阳仲裁委员会
仲裁暂行规则》的规定选定仲裁员，逾期未选定的，由本委主任指定。
送达后15日内提交答辩书。答辩期满后的第5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委（岳阳市巴陵中路211号515室）开庭。无正当理由不到
庭的，依法缺席裁决。 岳阳仲裁委员会

易祖平、蒋林芳、株洲市顺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会受理
的（2015）株仲裁字第 052号申请人刘宇芳与你之间的借款合同
纠纷系列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
书、株洲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及修改条款、举证通知书、仲裁员
名册等有关材料，请你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领取，
逾期即视为送达。你选定仲裁员的期限、答辩期、举证期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0日、15日、30日内。如你未在法定期限内选定仲裁
员，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首席仲裁员易泉生、仲裁员陈志坚、仲
裁员旷勇组成仲裁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上午9时在本会仲裁庭开庭审理。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开
庭之日起第 30至 40日，逾期视为送达。（本会地址：株洲市天元
区泰山路518号，邮编412007，联系电话：0731-28838556）。

株洲仲裁委员会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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