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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信息化为诉讼服务插上“翅膀”

2015年1月1日，江苏法院诉讼服务网正式上线运行，网上立案工作同步全面推开。近年来，江苏省各级
法院扎实推进诉讼服务信息化建设，加速诉讼服务与互联网对接，借助“互联网+”打造全方位、立体化的诉讼
服务平台。

今年5月底，分身乏术的上海某律师
事务所徐律师，打电话给上海某对外贸易
公司焦急等待的黄经理，告知其代理该公
司起诉江苏沛县某物资公司要求归还
8400余万元预付货款的案件已经网上立
案成功。徐律师说：“通过网络就可以快
速实现立案，你就不用往徐州跑一趟了。”

2013 年 9 月，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建立了全新的诉讼服务网，将诉讼服务
中心的工作职能全面延伸到互联网，为
案件当事人提供网上立案、网上缴费、递
交材料、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网上投诉、
网上信访、网上阅卷、录像预约等多项诉
讼服务。同时对网上服务进行远程监
控、数据提取和跟踪督促，所有事务一并
纳入电子监察系统，确保网上事务的办
理流程、办理时限、办理要求与诉讼服务
中心同步。

“网上诉讼服务中心的建立，实现了诉
讼服务线上线下同步推进、互相配合，让律
师和当事人少跑了腿，办成了事。”徐州中
院立案一庭庭长董涛介绍说。

“从前打官司全指着从律师那儿打
探消息，现在只要输入身份证号码，审判
的全流程都能够查询到，我们心里有底
了。”在徐州中院诉讼服务中心，一位当
事人输入案件编号和身份证号码，网上
案件查询系统立即显示出案件进度、主
审法官等相关信息。

据统计，自徐州中院官网和诉讼服
务中心开设了案件信息查询平台后，累
计接待查询近 1960 人次。为了网上诉
讼服务中心更加便捷高效，徐州中院还
升级了数字庭审系统，并实时对接江苏
省高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网、本院门户
网站、官方微博、微信，网民可以随时点
击观看和发帖评论。

8月 10日，记者在徐州中院审判大
楼，看见张贴在墙上的“徐州法院官方微
博”、“徐州法院官方微信”二维码宣传卡
片。当事人或旁听人员经过安检通道
时，用手机扫一扫，即可轻松获取法院资
讯，享受智能诉讼信息服务。

同时，公众可以通过手机等移动终
端查看徐州法院微博发布的典型案例、
工作动态、裁判文书、庭审预告等诉讼服
务信息，查询诉讼常见问题、常用法律法
规、诉讼费用缴纳等详细内容，也可以通
过微信平台咨询和反映相关问题，充分
做到了“扫一扫，权利义务都明了”。公
众还可以建立与徐州中院网的互联网链
接，享受网上诉讼服务中心的服务。

“如今法院也紧跟时代潮流啊，手机
扫一扫，诉讼文书、庭审直播都有了，原
来跑好几趟才能搞定的事现在分分钟解
决。”8月7日，一位当事人给徐州中院致
电，称赞法院的诉讼二维码服务智能、高
效、便利。

“2014 年 10 月 28 日立案，11
月 18日开庭，11月 24日结案……
没想到敲敲键盘就能查案件流程节
点，网上诉讼服务中心真不错。”
今年 8月 3日上午，一向关注法院
工作的刘师傅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诉讼服务中心观看了电脑现场演
示后，不禁竖起了大拇指。

2014年9月，苏州中院依托官
方网站打造的网上诉讼服务中心上
线试运行。此次改版，最大的看点
莫过于该院首次向社会公众全面公
开审判流程节点信息，具体包括了
立案、移送、合议庭组成、开庭排
期、审限变更、合议庭评议、宣
判、送达等共 11 项内容。这意味
着普通群众可以“零门槛”查询该
院在办案件的审判流程节点信息。
此外，案件当事人还可以凭立案时
获取的密码，进一步查询到更为详
细的案件信息。

“以公开透明倒逼公正高效。”
苏州中院副院长张晓东表示，通过
向社会全面公开审判流程信息，主
动接受社会监督，既可以最大限度
地压缩“金钱案”“关系案”“人情
案”的生存空间，又在无形中激励
和鞭策着法官快办案、办好案。

记者了解到，苏州中院将此
次官网改版作为推进诉讼服务的
契机，不仅专门成立了领导小
组，还制定出台了实施意见，层
层分解任务，确保工作落到实
处，着力打造网上诉讼服务工作
品牌。目前，“互联网+”理念已
经贯穿到苏州法院诉讼服务的各
个环节。今年上半年，全市法院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传生效
裁判文书 3.1万余篇，通过互联网
直播庭审案件270余件，借助淘宝
网组织司法拍卖物品800余件，标
的额达23亿余元。

苏州各法院也为推进诉讼服务
与“互联网+”的结合推出了各类
新举措。

8 月 6 日下午，江苏益友天元
（昆山） 律师事务所的韩律师在自
己的手机上，通过昆山市人民法院
的官方微信，顺利完成了其代理的
一起执行案件的立案申请。

据了解，“微信立案”是昆山
法院在执行案件网上立案的基础上
推行的“升级版”立案服务项目。
该院微信平台设置了“诉讼服
务”“司法公开”“了解法院”三大
栏目，又细分为十五个子栏目。申
请执行的当事人只需点击“诉讼服
务”下的“执行案件立案”子栏
目，便可进入立案申请界面。注册
账号后，即可进入执行案件的立案
程序。且当事人只需注册一次，便
可终身使用该账号，今后其他案件
的立案，也都可通过这个账号进
行。

申请人可根据系统指引，填写
案件基本信息，上传相关电子文
档，然后提交立案申请。该院立案
庭法官将对相关信息和文档进行审
核，并及时告知当事人受理结果。

案件受理后，立案庭法官会在
当日内将该案件的案号、承办法官
姓名及联系方式告知当事人。当事
人须在 7 日内，将案件的相关原
件材料，通过邮寄等方式递交执行
法官，案件即进入执行程序。

“平台启用至今，已成功立案
122 件，130 余位申请执行人享受
了‘指尖立案’的便捷服务。”昆
山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
说。

“想咨询法律问题，值班法官
下班了怎么办？”在苏州市虎丘
区，有社区群众这样提问。

“到社区司法服务站待了一整
天，却没有一个群众前来咨询！”
也有法官这样发“牢骚”。

2011 年起，苏州市虎丘区人
民法院开展了“法官进社区”活
动，指派 34 名法官进驻社区司法
服务站，定期为群众开展司法服
务。社区法官模式受到了群众的广
泛欢迎，但同时也出现了诉讼服务
与群众需求在时间、地点上发生错
位等一些现实问题。

“诉讼服务需求与供给的矛盾
让我们开始考虑服务转型的问题，
即如何使诉讼服务更加集约化，既
节省法官时间，又让群众满意。”
虎丘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主任吴勇
伟介绍说，在充分调研分析的基础
上，该院“法立方 e站”于2014年
6月应运而生。

2015 年上半年，虎丘法院通
过“法立方 e站”平台共发布“每
周一问”26 条、“每月一案”6
条，与网友互动近 20 次，多次在
网上解答社区居民法律问题，平台
总体浏览量高达2000余次。

“借助互联网，法院与社区建
立了联动机制。司法联络员收集群
众问题后通过微博平台反馈给法
院，法官直接在网上解答或预约到
社区司法服务站接待。”虎丘区东
浜社区书记姜卫东表示，“法院的

‘法立方 e 站’通过网上诉讼服务
中心、微博等平台与社区司法联络
员保持互动，提高了诉讼服务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实现了线上、线下
一体化运作，为群众提供了简单、
便捷、立体的诉讼服务。”

此外，为加强网络与诉讼服务
的融合，姑苏区法院不断完善网上
诉讼服务中心职能。该院今年已接
受网上咨询300余次，受理网上预
立案100余件。常熟市法院在立案
大厅设立了自助立案区，当事人可
以提交自助立案申请，免去排队等
候之苦。

苏州：打造诉讼服务升级版

“我是诉讼服务热线，请问您有什么
事情需要我帮助或办理吗？”

8月 6日上午 8点，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12368”诉讼服务导诉员小陈刚走
进办公室，热线就响了起来。

“关于申请公示催告立案手续如何
办理，需提交什么材料？”一位女士拨打
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需要提交的材料包括申请人主体资
格证明材料、票据复印件和相关背书、向
支付银行挂失的凭证，还需要提交申请书
……”热线那头，小陈给予了详细的解答。

据了解，泰州中院于今年1月1日正
式开通了“12368”诉讼服务热线。将原
有的立案投诉、信访投诉、执行投诉、纪
检监察举报等各类电话进行有效整合，
实行“一号对外、集中受理、分类处置、统
一协调、限时办理”的工作机制，实现联
系法官、案件查询、诉讼咨询、信访投诉、
意见建议等功能。

“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可以拨打
‘12368’热线查询法官的电话号码，也可
以要求我们代为联系。当承办法官确实
无法联系上，我们将向法官发送提示信
息，由法官在2个工作日内与当事人、诉
讼代理人联系。”据该院立案一庭庭长冯
金严介绍，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无论是联
系法官还是查询案件信息或咨询法律问
题，都要求第一时间办结，实在无法办结
的，也规定了具体的答复时间。

“12368”短信服务平台会自动向当

事人发送案件立案受理、移送分案、开庭
排期、审结裁判、执行查控等办案环节的
信息，及时对当事人进行诉讼权利义务
提醒，告知案件办理进度。

张女士是泰州市海陵区某住宅小区
的业主，因为与小区的物业公司发生矛
盾，想到法院起诉，但由于平时工作繁
忙，无法抽出时间到法院咨询相关立案
事宜。前不久，张女士从报纸上看到泰
州中院“12368”诉讼服务热线开通的报
道，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电话来咨询物
业费纠纷的立案事项。

“接电话的法官耐心和我说了20多
分钟，告诉我此类案件虽然不属于中级
法院管辖，但是他们会将相关情况转达
给管辖法院，对此，我半信半疑。第二天
一早，海陵区法院法官果然打来电话。
下午还收到法院立案相关短信。”事后，
张女士特地致信感谢泰州中院。

据统计，泰州中院“12368”诉讼服务
热线开通至今，来电类型以案件咨询为
主，约占 87%。此外，服务对象中 47%是
当事人，43%是诉讼代理人。根据抽样
回访，92%的拨打人员对回复表示满意。

“以往信访投诉中，当事人联系不到
法官或投诉法官态度不好的占很大比
例。通过开通‘12368’诉讼服务热线，让
当事人可以找得到法官、说得清情况、等
得到回复，真正实现了一站式、零障碍、
马上办。”泰州中院诉讼服务中心负责同
志在采访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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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设立一站式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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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利源达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机机械基础件成
套技术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本院于 2015年 7
月 23日作出（2015）丰执异字第 00104号执行裁定：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2003）二中民终字第 1051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
权利人变更为中机机械基础件成套技术有限公司。限你公司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执行局 206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李善凤、李雪英：本院对福建沁园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
李善凤、李雪英债权一案已依法裁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岚执异字第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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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
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福建]平潭县人民法院
三明恒远商贸有限公司、福建省恒立门业有限责任公司、蔡

秀莲、郑风山、赵永春、陈清仙：本院受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明列东支行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5)三执字第 337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2015)三执字第337-1号执行裁定书（冻结、划拨、扣留、提取、查
封、扣押、拍卖、变卖）、执行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公告期满后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
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永安市鸿福机械有限公司、福建省三明鸿福汽车工
贸有限公司、王鸿盾、温密莲、陈建华、温密琴、王少度、郑素英：
本院受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明三元支行申请执行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三执字第
35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15)三执字第356-1号执行裁
定书（冻结、划拨、扣留、提取、查封、扣押、拍卖、变卖）、执行决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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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有限公司、王鸿盾、温密莲、陈建华、温密琴、王少度、郑素英、
集辰（福建）农林发展有限公司、李开标：本院受理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三明三元支行申请执行你们（2014）三民初字第 520号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三执字
第357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执行决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立即自动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三明鸿福汽车工贸有限公司、福建省永安市鸿福机
械有限公司、王鸿盾、温密莲、陈建华、温密琴：本院受理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明三元支行申请执行你们（2014）三民初字第
519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三
执字第 359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执行决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立即自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州源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连江
县得利商贸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福州源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连执行字第
635-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福州源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发的江夏苑项目位于连江县凤城镇江滨西路3号江
夏苑 1-4#楼一层 9号、11号、12号、13号、14号、16号、18号；二
层26号、31号、35号、38号、41号、43号、44号、45号、48号共计16
个车库,用于抵偿债务。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
述执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福建]连江县人民法院

北京良乡宏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龚建洋申请执
行（ 2015）涿民初字第 1108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十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涿州市人民法院
郑更臣：本院受理李红申请执行（2014）涿民初字第 3603号

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十日内，自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河北]涿州市人民法院

赵青果、赵明亮、李静巧、李晓冲、崔朋娜、河北霸王钟业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中华支行
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送达拍卖裁

定书和通知书，通知你们：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第六十五日（如为非工作日顺延）到石家庄市桥西区
人民法院审判楼 101室摇号选择评估机构；第七十日（如为非工
作日顺延）视为送达评估报告；如果对评估报告有异议，你们应
在送达评估报告日十日内提出书面异议。第八十五日到石家庄
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技术室（东配楼 308 室，电话：0311-
85187361）监督摇号选取拍卖机构；第九十日（如为非工作日顺
延）到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取拍卖通知书。逾期视为放弃相
关权利。 [河北]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董彦江、赵爱芙、河北源泰古韵酒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赵胜
军申请执行董彦江、赵爱芙、河北源泰古韵酒店有限公司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裕民一初字第
00958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董彦江、赵爱芙、河北源泰
古韵酒店有限公司下落不明，现本院向你依法公告送达（2015）裕执
字第00665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河北]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

戎顺利、郝兴爽：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殷继学申请执行河北
省鹿泉市人民法院（2014）鹿民一初字第 02313号民事判决书一
案，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相关法律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
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河北]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

王华：本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3〕鄂樊城定民初字第
00068号民事判决书，在执行刘正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依法
查封了你的房屋。经评估机构评估后，申请执行人刘正平向本院提出
申请，要求拍卖查封的房屋。2015年7月27日，本院依法对上述财产进
行委托拍卖，现流拍；申请执行人刘正平再次向本院提出申请拍卖，本
院现第二次予以评估价下浮15%即673285元拍卖。现向你公告送达

〔2015〕鄂樊城执恢字第00160-1号执行裁定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

李麒元、郝伟、土默特右旗生源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本
院受理广饶县东方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与土默特右旗生源煤炭运
销有限责任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申请人申请执行（2013）广
民二初字第231号民事判决书。执行中，依法追加李麒元、郝伟在
抽逃资金范围内对该案承担清偿责任，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5）广执字第22-4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你们应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山东]广饶县人民法院

杜欣龙、王立：本院受理申请人张艳萍申请执行太原市万柏
林区人民法院(2014)万民初字第 1078号民事判决书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前满后次日十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拒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山西]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

南京智通热处理新技术有限公司：本院依据四川省高级人
民法院（201）川民终字第 520号民事判决书，受理了申请执行人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执行被执行人你公司其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根据申
请执行人提出的你公司支付其货款及违约金 189.5万元并取走
涉案气瓶燃气推杆式调质生产线设备的申请，限你公司在收到
本通知后10日内向申请执行人支付执行款项并取走涉案气瓶燃
气推杆式调质生产线设备。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潘美安：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阎丽珍申请执行你其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至今未履行生效的 (2014)红民初字第 4449号民
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裁定书，裁定你
将所占申请执行人阎丽珍名下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三号
路宁城楼4门102-3号房屋腾空。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赵新华：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宝坻支行申

请执行（2014）宝民初字第 2084号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5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
温凤岐：本院受理郭之瑞申请执行（2014）民初字第655号民

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日内，自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惠通全成重工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一份银
行 承 兑 汇 票（出 票 日 期 为 2015 年 1 月 29 日 、汇 票 号 码 为
1030005123240720、票面金额为750000元、出票人为国威科技有
限公司、收款人为乐清市万泰橡塑厂、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7月
29日、付款行为农行乐清虹桥支行），于2015年8月26日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
害关系人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
行为无效。 [浙江]乐清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固力发集团有限公司因遗失一份银行汇票（出票日
期为 2015年 7月 6日、汇票号码为 1030004220988396、票面金额
为4000元、申请人为固力发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沈阳伊辉招
标有限责任公司、出票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公司乐清柳市支
行），于2015年8月26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
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浙江]乐清市人民法院

由西安市公安局航天分局二〇一一年元月十日立案侦查的
“博奥职业技术学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已于二〇一五年
二月十日在长安区人民法院宣判，该案将于近期对受害群众集
资情况进行确认登记工作。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八十四条，请涉案受害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天之内到
公安航天分局确认登记，期满后将按受害群众集资比例予以返
还所扣押赃款，逾期没有确认登记的将视为放弃本次返还集资
款的资格。特此公告！

西安市公安局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分局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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