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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司法引领 多维发力解纠纷
冯 春 朱一村 马 清

近年来，安徽省滁州市两级法院遵循司法规律，坚持群众需求导向，立足实际，大胆创新，强力推进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改革，着力打造矛盾解纠“皖东样本”，取得了明显成效。2015年，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安徽省高级
人民法院授予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先进法院、明光市人民法院被授予示范法院称号。

多元解纷“破”与“立”

“我们本来都已经做好打长期官司
的准备了，没想到起诉到法院，法官能在
这么短时间内解决问题，程序流畅，方法
也比较灵活，最重要的是能解决问题，很
实用。”明光市世纪广场的一名商铺业
主这样讲到。

2015 年 5 月，安徽省明光市金泰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明光市世纪广场开
发商铺，将地下商铺出售给了 79 户业
主。业主们将购买的商铺代为出租给苏
果超市。后因拖欠租金问题，79户业主
起诉至法院，同时部分业主围堵住了苏
果超市大门，在当地引起了较大社会影
响。法院接待当事人后，及时启动“1+
X”多元化解模式，联合明光市工商局和
消费者协会，组成特邀调解员进行协商、
调解，通过辨法析理，促成双方达成和解
协议，苏果超市和明光市金泰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及时给付业主租金，79户业主
罢访息诉。一起群体性案件，成功化解
在诉前。

“1是法院，X是纠纷涉及单位。一
套机制的有效运行，人、财、物等问题的
解决是关键，而我们在三年的时间里也
探索出了一些经验。”明光市人民法院立
案庭庭长程玉峰这样讲到。

一是人员水平高。法院内部诉前调
解组的法官确保“三有”，即有45岁以上

年龄，有 20年以上一线审判经验，有较
强的责任心，以强大的诉前调解团队，妥
善化解矛盾纠纷。法院外部健全调解组
织网络，触角深及乡镇、村、组和调解联
络员，有针对性地定期培训。今年 3月
29日，滁州中院与市工商联合举行滁州
非公有制企业商事调解中心培训班，首
批非公有制企业商事调解中心人民调解
员60多人参加了培训。

二是财力保障足。以明光法院为代
表的基层法院积极向党委政府汇报工作
争取支持，并将万人起诉率纳入本市综
治工作（平安建设）考评的重要内容，调
解案件均能够得到相应的资金费用，倒
逼调解工作的积极有序开展。

三是平台支持广。两级法院高度重
视多元解纷工作，各方面均给予大力支
持，积极搭起多元解纷平台。围绕群众
需求，抓好“两个覆盖”。即一方面，抓好
类型案件诉调联动“全覆盖”。滁州中院
成立了诉调对接中心，与该市工商、金
融、保险等部门和协会主动对接，打造

“开放式”矛盾化解平台。另一方面，该
市法院注重抓好解纷网络“全覆盖”，全

市依托 29 个法庭的“诉讼服务站”、
123 个法官工作室，实行法官定点联
系，定向指导。

2015年，南谯区人民法院一线法
官人均结案 206 件，位居全市法院第
一，一线法官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积
案越来越多，信访压力越来越大。为
破解难题，该院把诉调对接工作推进
双向互动的社会化平台。积极开展与
司法局、司法所的互动合作，携手全区
3家律师事务所、8个司法所和保险公
司、交警大队等单位，将人民调解、行
政调解、行业调解、商事调解和律师调
解等组织加入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名
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规范。
今年 2 月，该院在诉讼服务大厅设法
律援助中心驻法院工作站，将适宜调
解的案件委派给他们进行先期调解。
服务站由各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负责
进行诉前调解、司法援助和法律咨
询。对于现场调解成功的，现场立案、
送达、制作民事调解书，能够即时履行
的，当场履行；当事人难以达成协议，
需要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的，则对当事

人提起并参加诉讼加以指导。
天长市是安徽省县域经济发展的

排头兵，综合实力一直位居中国百强
县市行列，经济发展快速，商业活动较
为发达。为此，天长市人民法院与市
工商联联手搭建了专门的调解化解会
员企业之间经济纠纷的组织。由法
官、商会干部和企业代表三方组成，现
有 194 家中小企业参加，对这些企业
间发生的经济纠纷先行调解，缓起诉、
慎查封、不动硬。特别是在经济下行
期，让大家抱团取暖、共渡难关。不到
两个月的时间，天长法院已成功调解
10多家企业因为拆借资金、追收货款
等方面的纠纷，金额近 1000 万元，既
减轻了法院的办案负担，也留给困难
企业喘息机会，体现了快（矛盾化解
快）、低（解决纠纷成本低）、省（程序简
单、省心省力）、活（企业经营不受影
响）、和（双方能保持生意往来）的特
点。

“多元解纷机制的设计关键是要
因地制宜，每个法院根据当地的实际
情况，在诉调联动‘全覆盖’的同时也
在一些领域和纠纷类型上有所侧重，
采取针对性强的方式方法并形成常态
化，就目前来看，取得的效果还是很好
的。”滁州中院立案一庭王献梅说。

为适应形势任务发展，推进多元解
纷机制的“升级换代”，更好破解案多人
少问题，扩大案结事了效果，安徽省滁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2014 年底对全市两
级法院进行了一次调研摸底。通过调
研，该院发现，该市两级法院的多元解纷
工作普遍存在“三多三少”的问题：一是
形式性多、实效性少，虽然普遍建立了诉
调对接中心、法官工作室等，但是实效性
不足，案多人少的矛盾依旧显著；二是碎
片化多、系统性少，各家法院各有各的做
法，实际操作尚处在浅显层面，缺乏系统
性思考，操作规范和流程不统一；三是模
式化多、创新性少，多元化解机制呈现粗
放型，纠纷解决的外部途径和内部方法
多年没有创新。

问题已经锁准，如何有效破解成了
关键。“纲举才能目张，执本方可事遂。”
滁州中院党组决定从机制创新入手，汇
聚各方力量，推进矛盾多元化解。在坚
定“党政主导、司法推动、社会参与、多元
并举、法治保障”这个顶层设计理念的基

础上，该院组织人员赴省内外多地的多
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示范法院学习考察，
将他们的经验做法与滁州的实际情况相
结合，多方论证加强多元化机制建设意
见。2015 年初，该院多次向市委、市委
政法作专题汇报，争取党委的支持，从上
而下推进多元化解工作。2015年 9月 1
日，该院召开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座谈会，邀请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法
制办、市司法局等多家单位，就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具体制度进行会商。最终，
经过多家会签，形成了“1+15”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成功构建起系统性较强、富
有滁州特色的多元化解机制。

“1+15 制度中，有一部分是我们已
经推行的，有一部分是在原有基础上修
订完善的，还有一部分是创新开展的。
文件内容很多，但都是干货，既有总体的
要求，也有细节和具体的流程，体现了系
统性和科学性。这一系列制度落地生
根，对多元化解机制建设与工作开展至
关重要。”该院院长陈严法如是说。

滁州法院在多元化解机制建设中，
注意针对存在的问题，用好一剂良方“三
字诀”。

其一是“建”平台合纵连横。多元化
解纠纷机制要发挥作用，关键是凝聚各
方合力。为此，滁州中院注重打造“开放
式”平台，不断拓展多元化解对接领域。
该院大力推进全市两级法院诉调对接工
作，与工商、税务、金融、城管、劳动保障、
妇联、公安等部门建立相对固定的对接
关系，充分发挥行政、行业、仲裁、律师、
公证、群众组织等各方面的作用，确保一
旦发生矛盾纠纷，各部门及调解组织与
法院之间、调解员与法官之间，能一呼即
应，共同化解矛盾纠纷。

2015年 7月 21日，安徽水利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向滁州中院起诉滁州市同创
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要求判令支付
亿元欠款。该院依法登记接收起诉材料
后，因案件涉及市政重点工程且涉案金
额巨大，立即启动重大案件沟通联系机
制。经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协
调，通过诉前调解促成双方达成解决方
案，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于 7月
29日申请取回起诉材料，有效避免矛盾
升级，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受到该市
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

其二是“把”关口多层分流。经济发
展新常态下，单一、单向、零散、粗放的纠
纷化解方式已经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司
法需求，滁州中院切实强化“纠纷梯次过
滤”理念，促进纠纷解决的多元立体、双
向互动、系统整合和精细化。在司法实
践中，该市法院积极实施“三个分流”：一
是强化诉讼外分流，通过加强对当事人
诉讼心理辅导、诉讼常识指导，案件风险
评估，开展诉前调解；二是强化繁简分
流，根据案件性质、标的大小、难易程度

等，界定复杂、简单案件的标准，强化调
解与小额速裁程序的衔接，采取简单易
行、便民利民的矛盾化解方式；三是强化
类案分流，推进专业化合议庭建设，将特
定类型的案件交由专业化合议庭审判，
促进案件审判质效提升。在案件大幅增
长的情况，以有限司法资源实现审判质
效持续提升。2015 年获得全省审判绩
效综合考评第三名，位居该省二类城市
第一名。

其三是“用”科技如虎添翼。随着立
案登记制改革、民商事案件管辖标的调
整、新行政诉讼法实施，该市两级法院的
收案量出现了井喷式增长。为了有效提
升办案效率，提高司法服务水平，更好
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滁州中
院党组强力推进全市法院信息化建设，
充分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改变传统的思
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把信息化建设全面
融入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依托诉
讼服务网，建立申请事项督促提示和诉
讼信息推送机制。开通律师自助立案通
道，方便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参与诉讼。
建立在滁律师民商事诉讼文书电子送达
渠道，以“电子送达”方式送达法律文
书和有关诉讼事项，有效化解了“送达
难”问题，得到当事人的好评。同时，
在全省法院率先开发诉调对接管理系
统，建立纵向贯通，横向联通，共享共
用、安全可靠的在线矛盾纠纷解决的信
息系统。对全部诉前调解案件进行集中
管理，全过程、全方位、全业务覆盖案
件整个流程，实现传统的手工纸质登记
诉前调解工作向诉前调解案件电子化、
流程化、档案化的转变，既方便查询统计
调解工作量，又可充分调用各类调解资
源，使得诉前调解工作办案质效明显提
高。

多元化解“三字诀”

各创“秘方”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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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创“秘方”显成效

明光市人民法院：通过确保法院人员水平高、财力保障足、平台支持广，从而实现该
院“1+X”多元化解模式的有效运行

南谯区人民法院：把诉调对接工作推进双向互动的社会化平台，与多方单位合作，
在诉讼服务大厅设法律援助中心驻法院工作站，缓解一线法官办案压力

天长市人民法院：与市工商联联手搭建专门的调解化解会员企业之间经济纠纷的组
织，体现出快、低、省、活、和的特点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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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根据安徽苏皖大市场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6年
3月23日裁定受理了安徽苏皖大市场开发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24日指定安徽纬纶律师事务所作为破产管理人。安徽
苏皖大市场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6年7月16日前向安
徽苏皖大市场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安徽省芜湖县苏皖大
市场 35幢 3501室，联系人：熊平，联系电话：13705531232）申报
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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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应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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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安徽苏皖大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安徽苏皖大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6年 8月 1日上午
10时在芜湖县第一中学室内体育馆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持有有效身份证明有权参加或委托他人参
加债权人会议。 [安徽]芜湖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常德顺心食品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6年
4月8日作出（2016）湘0703民破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常德
顺心食品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申请，并已指定常德市竣雄破产清
算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破产管理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十四条之规定，未收到本院通知的债权人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管理人处理事务地
址：常德市鼎城区桥南工业园常德顺心食品有限公司，联系人：
李丹，联系电话：0736-7378558、13642904287），说明债权的数额
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
的，应当说明。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6年 7月 21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召开，望准时参加，并向本院提交身份
证复印件。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明。 [湖南]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

江苏意邦清洁用品有限公司可供偿债的破产财产已全部用
于分配。截止2016年3月31日，仍有103名职工债权人未领的分
配额共计307,198.37元。管理人将上述款项提存于常熟市虞山高
新技术产业园管理委员会，提存期为一年。提存期届满，债权人
仍未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管理人将提存的分配额
分配给其他债权人。但财产数量不足以支付分配费用的，不再进

行分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
定，本院于2016年4月1日裁定终结江苏意邦清洁用品有限公司
破产程序。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2015年5月27日，本院裁定受理常熟市灜宇纺织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灜宇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苏州方本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本案中灜宇公司未提交财务帐册、合同文
书等据以清算的客观依据，根据管理人查明的资产和负债情况，截
止2016年3月20日，管理人清收到的债务人财产仅为6137951.96
元，而负债为37200430.38元，灜宇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且不具备
和解或重整的能力，符合法定破产条件。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6年3月30日裁定宣
告常熟市灜宇纺织品有限公司破产。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 年2月15日裁定受理江苏北辰国际会展有限公
司破产一案，并同时指定江苏西楚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江苏北辰
国际会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江苏北辰
国际会展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6
年6月27日9时0分在泗洪县人民法院开发区法庭召开,请各债权
人准时参加。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如系法人，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如系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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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泗洪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5 年 4月 10日裁定受理泗洪绿润食品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同时指定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
人,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6年6月14日上午9时在泗洪县人
民法院开发区法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出席会议的债权
人如系法人，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如系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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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泗洪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刘新军、王永清等人的申请于 2016年 4月
17日裁定受理债务人寿光裕丰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 2016年 4月 17日指定寿光裕丰置业有限公司清算组为管理
人。寿光裕丰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6年 4月 19日始至
2016年 5月 19日前，向管理人（通信地址：寿光市幸福路与新兴
街交叉路口西南角，寿光市建筑工程管理处办公楼412房间，邮
政编码：262700，联系电话：157153678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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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裕丰置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6年 5月 20日 9时在寿
光市人民法院四楼会议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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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寿光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曲阜市房屋建设综合开发公司的申请，于
2016年 4月 1日以（2016）鲁 0881民破 1号裁定书裁定受理曲阜
市房屋建设综合开发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曲阜市房屋建
设综合开发公司清算组担任管理人【通信地址：山东省曲阜市孔
子 大 道 孔 子 博 物 馆 北 门 ：邮 政 编 码 ：273100；电 话 ：0537-
3260499；联系人：田圣旺律师，电话：15054731148；李旭律师，电
话：18053700017】。2016年4月11日本院根据曲阜市房屋建设综
合开发公司管理人的申请，裁定将山东神州置业有限公司、曲阜
市国贸大厦管理有限公司并入曲阜市房屋建设综合开发公司破
产清算。曲阜市房屋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山东神州置业有限公
司、曲阜市国贸大厦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6年7月4日
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
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清算
程序期间不得行使权利。曲阜市房屋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山东神
州置业有限公司、曲阜市国贸大厦管理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
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因债权人人数较多，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6年 7月 15日至 17日分三次在曲阜
市人民法院召开，每次会议于当日上午9时30分开始。收到书面
通知的债权人，按照书面通知确定的具体时间参加会议；未接到
书面通知的债权人，于2016年7月17日参加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债权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特别授
权委托书或个人身份证明、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山东]曲阜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攀枝花市钛都化工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3月
23日裁定受理攀枝花市钛都化工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 2016
年4月13日指定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担任攀枝花市钛都化工
有限公司管理人。攀枝花市钛都化工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6年 6月 15日前，向攀枝花市钛都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国浩
律师（成都）事务所（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269 号 无 国 界 26 号 楼 9 层 ；邮 政 编 码 ：610000；联 系 电 话 ：
18780139767）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
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
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攀枝花
市钛都化工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攀枝花市钛
都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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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28日9时在本院二楼212会议室召开。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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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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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曾明全的申请于2016年3月18日裁定受理德阳瑞
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 2016年 3月 23日指定四
川山和律师事务所担任德阳瑞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管理
人。各债权人应自2016年6月1日前向德阳瑞天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重整管理人(通讯地址：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香山巷德阳瑞

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邮政编码：618000，联系人：彭策、张光
佩，联系电话：0838-2515939，13658106738)书面申报债权，说明
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
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
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德阳瑞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6年6月13日上午9时在德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二楼科技法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
议的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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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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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裁定受理的邢台金丰球铁科技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原
定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6年4月22日在邢台金丰球铁科技有
限公司院内召开。现因债权人会议相关事项正在积极磋商和准备
中，本院决定邢台金丰球铁科技有限公司重整债权人会议延期召
开，具体召开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河北]沙河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重庆市烟花爆竹集团巫溪县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6年1月29日裁定受理重庆市烟花爆竹集团巫溪县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指定重庆渝万律师事务所为该公司管理人。重
庆市烟花爆竹集团巫溪县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6年6月24
日前，向管理人（通信地址：巫溪县柏杨街道先锋路144号原
司法局办公室；邮政编码：405800；联系电话：18512307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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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前已经进行的分配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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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本院定于2016年6月25日9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召开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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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巫溪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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