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94

PEOPLE`S COURT DAILY http://www.rmfyb.com

邮发代号：1-174 总第6755期
2016年8月 日 星期三17

本报讯 为依法妥善化解保险纠
纷，近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与中国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督局联合
出台《关于深入推进保险纠纷诉讼与
调解对接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明确了将设立保险纠纷调解
工作室，建立保险纠纷调解员名册，以
进一步推动保险纠纷多元化解。

《意见》规定，重庆高院与重庆
保监局将成立保险纠纷诉调对接工作
指导小组。重庆高院立案一庭、民一
庭、民二庭负责全市法院对口业务庭
相关类型保险纠纷诉调对接工作的组

织建设等工作。重庆保监局保险消费
者权益保护处负责指导保险行业协会
对保险合同纠纷调解委员会（以下简
称调解委员会）的组织建设等工作。在
保险纠纷较多的基层法院或人民法
庭，可以专设保险纠纷调解工作室，为
重庆保监局选派相对固定的保险纠纷
调解员集中开展调解工作提供场地。

《意见》指出，重庆高院应当建
立三级法院保险纠纷诉调对接联系人
名册，重庆保监局也应当建立保险纠
纷调解员名册。保险纠纷调解员将从
具有保险工作经历、法律专业知识和

热心调解工作的人员中聘任。但是，在
保险公司为一方当事人的保险纠纷中，
保险纠纷调解员系该公司工作人员的，
不宜主持调解，但各方当事人明确表示
无异议的除外。

《意见》明确了重庆各级法院立案
前，应当坚持调解自愿原则。双方当事
人同意调解的，法院向调解委员会发送
委派调解函。立案后，可以邀请调解委
员会派员协助调解；案件当事人自愿选
择由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的，法院向调
解委员会发送委托调解函。

（刘 洋 赵 江 李江洪）

重庆出台意见深入推进保险纠纷诉调对接工作
设立调解工作室 建立调解员名册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刘 婧） 为
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
工作的意见，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起诉权利，规范行政诉讼应诉的相
关问题，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

《关于行政诉讼应诉若干问题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
院要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一
步规范和促进行政应诉工作。

《通知》要求，各级法院要充分认
识规范行政诉讼应诉的重大意义。2016
年6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
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是我国首个全面
规范行政应诉工作的专门性文件，各级
人民法院要结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精
神，全面把握《意见》内容，深刻领会
精神实质，充分认识《意见》出台的重
大意义，确保《意见》在人民法院行政
审判领域落地生根。要及时向当地党
委、人大汇报《意见》贯彻落实情况，
加强与政府的沟通联系，支持地方党委
政府出台本地区的具体实施办法，细化
完善相关工作制度，促进行政机关做好
出庭应诉工作。

《通知》明确，严格执行行政诉讼
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
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强化行
政诉讼中的诉权保护，不得违法限缩受
案范围、违法增设起诉条件。对于不接
收起诉状、接收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
证，以及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
的起诉状内容的，要依照《人民法院审
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 （试
行）》《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
等相关规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纪作出处理。
要严格贯彻落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
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
责任追究规定》《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
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全
面、如实做好记录工作，做到全程留
痕，有据可查。

《通知》明确，出庭应诉的行政机
关负责人，既包括正职负责人，也包括
副职负责人以及其他参与分管的负责
人。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应当
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不
得仅委托律师出庭。涉及重大公共利
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

事件等案件以及人民法院书面建议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的案件，被诉行政机关
负责人应当出庭。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
三款规定的“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
员”，包括该行政机关具有国家行政编
制身份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依法履行公
职的人员。

《通知》明确，行政机关负责人和行
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均不出庭，仅委
托律师出庭的；或者人民法院书面建议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
责人不出庭应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
在案并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可以依照行
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
公告，建议任免机关、监察机关或者上一
级行政机关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处理。

《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在
坚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平等保
护各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前提下，加
强与政府法制部门和行政执法机关的
联系，要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工作人
员、政府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依法履
行出庭应诉职责提供必要的保障和相
应的便利。要正确理解行政行为合法
性审查原则，行政复议机关和作出原

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由一个机关实施
举证行为，确保庭审的针对性，提高庭
审效率。

《通知》还要求，人民法院要支持
当地党委政府建立和完善依法行政考核
体系，结合行政审判工作实际提出加强
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
本地区行政机关出庭应诉工作和依法行
政考核指标的实施情况、运行成效等，
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司法建议、白皮书等
适当形式，及时向行政机关作出反馈、
评价，并可以适当方式将本地区行政机
关出庭应诉情况向社会公布，促进发挥
考核指标的倒逼作用。

规范促进行政应诉 进一步强化诉权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行政诉讼应诉若干问题的通知

今日导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
政诉讼应诉若干问题的通
知》全文及答记者问见三版

本报北京 8月 16 日讯 （记者
郭京霞 赵 岩 通讯员 曹玉乾）
大量纠纷在没进法院之前就被解决、
法院收案量首次出现下降、一些案件
平均结案用时5天……北京市顺义区
人民法院构建全网式立体化纠纷解决
体系产生了不一样的司法效果。今
天上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
新闻通报会，宣布顺义、西城、丰
台、房山、昌平和平谷区人民法院
为北京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示范法
院。

北京高院副院长朱江指出，推动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是北京法院
的重点工作。此前，北京法院一方
面探索立案前调解，在西城、丰台、
顺义、昌平、房山五家法院试点把交
通事故、婚姻继承、物业供暖、10
万元以下的买卖、借款等五类纠纷，
经当事人同意，委派给进驻法院的人
民调解员先行调解，争取将矛盾纠纷
化解在立案前。上半年，五家试点法
院立案前共导出案件10588件，占同
期民事案件的17%，占全市立案阶段
导出案件的 71.8%；调解成功 4129
件，调解成功率为38%，占全市法院

立案阶段调解成功案件数的 71.7%；
自动履行率 50.27%。另一方面，开
展立案后委托调解，在四中院、东
城、朝阳、海淀、通州等十家法院，
利用立案后、排期开庭前的时间空
档，引导当事人同意将知识产权、医
疗、美容、证券期货、保险合同等专
业性、类型化纠纷委托给北京多元调
解发展促进会及其会员单位，充分发
挥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力量优势进行调
解。上半年，十家试点法院立案后共
导出案件1068件，调解成功421件，
调解成功率为 39.41%，自动履行率
67.93%。

朱江表示，近年来，北京法院审
判资源紧张，“案多人少”矛盾突
出。解决这个问题，要积极加强诉非
衔接和诉调对接，充分借助社会力
量，将矛盾纠纷尽可能通过非诉讼途
径解决，既能满足群众多元化纠纷解
决需求，又能尽快平复矛盾，促进社
会和谐。而立案阶段多元调解具有便
捷、高效、低成本等优势，希望诉讼
群众优先选择成本较低、对抗性较
弱、利于修复关系的非诉讼方式解决
纠纷。

北京确定6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示范法院
积极探索立案阶段多元调解

本报西宁 8月 16 日电 （记者
袁有玮 通讯员 宋毅民）今天，青
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该院副院长满志方向社会通报青海法
院实行审判权与执行权相分离改革试
点工作情况。

进行审执分离改革试点工作，是
确保“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
难问题”目标实现的关键改革举措。
为使改革工作有章可循，稳步推进，
青海高院研究制定了《关于实行审判
权与执行权相分离改革试点的实施方
案》《关于实行审判权与执行权相分
离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和《执行工
作权力清单》，明确改革的指导思
想、基本原则、总体思路和主要目
标、主要措施、实施步骤，确定了执
行法官、执行员的职权范围。

改革试点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2016年8月底前完成动员部署阶段，
主要工作为召开实行审判权与执行权
相分离改革试点工作动员会议，进行
动员部署，确定青海高院、西宁中
院、海南藏族自治州中院、西宁市城
中区法院、大通县法院、贵德县法

院、共和县法院为先行试点法院；
2016年9月至2017年2月为攻坚实施
阶段，各试点法院按照《关于实行审
判权与执行权相分离改革试点的实施
方案》和经批准的实施方案全面推进
改革试点工作；2017年3月后为总结
推广阶段，对改革先行试点工作开展
情况进行总结，在总结经验的基础
上，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开实行审判
权与执行权相分离改革试点工作。

试点改革措施包括实行诉执分
离、裁执分离、必要的警务化保障、
新的执行案件办案模式、执行工作统
一管理、完善执行局机构设置、人员
分类管理、加强执行队伍力量等八项
内容。青海法院通过审执分离改革，
力争在2017年2月底前，执行完毕案
件占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 70%以
上；2018年2月底前，执行完毕案件
占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85%以上的
工作目标。

青海高院要求，试点法院要加
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落实
主体责任，推进改革试点工作稳步
前进。

青海推进审执分离改革试点工作
出台诉执分离裁执分离等八项措施

本报郑州 8月 16 日电 （记者
冀天福 通讯员 孔庆贺） 今天下
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全省法
院服务保障国企改革暨企业破产案件
审判工作座谈会，听取各中院本辖区
法院今年的破产案件审判工作开展情
况的汇报，研讨部署全省法院破产审
判在下一步工作中如何落实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
求、全力服务保障全省深化国有工业
企业改革工作。

今年6月21日，省委、省政府召
开全省深化国有工业企业改革工作会
议，决定成立河南省深化国有工业企
业改革领导小组，推进全省国有工业
企业改革。改革领导小组下设七个工

作组。河南高院常务副院长田立文任
重整重组组组长，河南高院副院长史
小红、省管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翟源
涛任副组长。重整重组组主要负责依
法指导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破产工
作，统筹协调企业破产重整、破产
和解、破产清算等相关事宜。为确
保重整重组组工作有序推进，省高
院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保障全省深
化国有工业企业改革工作办公室，负
责重整重组组日常工作。

该院下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为全省深化国有工业企业改革提
供司法保障的通知》和《关于在中级
人民法院设立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合
议庭的通知》，要求全省法院充分认

识深化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重要意
义，立足审判职能，服务保障大
局，开辟绿色通道，建立涉国有工
业企业案件快审、快结、快执机
制。同时要求全省各中级法院设立
独立编制的破产审判庭或组建专门
的破产合议庭，应对改革后期破产
案件大幅增加提供审判组织保障。
组织全省法院进行专项摸排，全面掌
握省领导小组确立的“三煤一钢”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平煤神马集
团、郑煤集团、安钢集团）四企业涉
诉情况，制定方案，建立台账，全程
监督，在各中级法院指定专人，负责
与“三煤一钢”各集团公司的联络，
畅通涉诉案件沟通渠道，帮助企业更

好地进行改革。
田立文在座谈会上讲话强调，当

前，人民法院依法服务保障国企改
革、审理破产案件、处置“僵尸企
业”，要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

“五大任务”为目标，要坚持“尽可
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的思
路，既有效运用破产清算方式淘汰
劣质企业和落后产能，又充分运用
破产重整手段促进具有经营价值的
企业、产能兼并重组，实现规模经
济效益。省高院重整重组办公室要
加强与活动办和其他工作组及“三
煤一钢”指导组的对接，汇报联络，
沟通协作，同时加强对中院相关工作
的指导。各中院要研究制定具体工作
计划，抓住重心，突出重点，主动深
入当地企业特别是“三煤一钢”集团
公司及其各级子企业。要主动向地方
党委汇报，与地方政府沟通，积极推
动建立企业破产工作统一协调机制，
统筹解决兼并重组业务指导、信息提
供、破产企业职工安置、维护稳定等
方面问题。

河南召开企业破产案件审判工作座谈会

积极推动建立企业破产工作统一协调机制

8月16日，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法官到近百公里外的萧县白土
镇盘山进行现场勘验。盘山石料厂与
县政府因为非煤矿山整治发生行政诉
讼，为此，合议庭法官一行来到石料
厂，深入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为公
正判决取得第一手佐证材料。图为法
官在现场了解案情。

曹 杰 摄

现场勘验
了解案情

本报讯 （记者 朱 旻） 8 月 15
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党组会
议，该院党组书记、院长许前飞要求，
推进下一阶段“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必须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将

“学”和“做”统一起来，在“做”的
实践中体现“学”的成果，确保学习教
育不走过场、取得实效。

许前飞强调，要在“做”的实践中
体现“学”的成效，重点体现在面对现

实问题、现实考验每一个党员的政治定
力怎样，以及面对整体利益、个人利益
如何取舍等方面。目前，全省法院范围
内各项司法改革任务正在逐步推进，特
别是员额制等改革不可避免涉及到诸多
利益。作为个人，怎样对待“入额”与

“暂时额外”？作为各级法院领导，怎
样迎接具体“办案量”的考量？这些
改革中的具体问题正是对每一个党员
干部先锋模范作用的现实检验与考
验。希望全省法院各级党组织将工作
下沉到各个支部，通过学习活动，通

过面对面的交心、谈心等，了解并做
好干警的思想工作。切实做到将改革
与“两学一做”紧密结合，以学习成
效促进改革，以改革检验学习成效。

江苏：在改革中体现“学”的要求“做”的成效

本报讯 “截至2016年6月底，全
省值班律师接待的 7738 件案件中，申
诉人当场表示同意律师的意见、接受法
院的裁判结果、不再申诉的有 3008
件，占 38.9%。”相关负责人在近日举
办的山东律师代理申诉培训班上，对山
东开展律师代理申诉工作一年来的情况
作了介绍。此次培训由山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省司法厅和省律协联合举办。

据悉，自去年6月1日山东法院在
全国率先开启律师代理申诉工作的试点
以来，省、市两级法院按照《关于做好
与律师开展代理申诉有关衔接工作的意
见》的要求，均确定了专门联系人，专
职负责与值班律师的工作衔接；各值班
律师事务所对部分申诉人实行分流预约
接谈，引导申诉人到律所进一步深谈，
律所安排专人随时接待。

同时，山东高院还制定了《值班律
师代理申诉案件工作细则》，各级法院
切实落实律师代理申诉案件的“四个优
先”，并逐步扩大代理申诉案件范围，
执行异议复议等信访案件也从7月份开
始纳入代理申诉律师的咨询代理范围；
省司法厅、省律协制定了《律师代理申
诉工作实施办法》和《律师代理申诉工

作表彰办法》，明确了代理申诉值班律
师事务所和值班律师的选任条件、程序
等，规定每年对值班律师事务所、值班
律师的工作业绩进行考核。

实践中，山东法院和代理申诉值班
律师事务所不断总结经验。比如，青岛
中院建立了绿色通道，对律师事务所出
具的申诉复查立案建议，经法院审查符
合立案条件的，立案导入诉讼程序后直
接由立案庭重新组成合议庭办理；在山
东高院值班的五家律师事务所尝试采取

“2+2+2”双岗双律师双记录员的模
式，有的一次派8名律师到岗值班，极
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确保所有找值班
律师的申诉人当天都能得到接待。

律师代理申诉工作开展一年以来，
得到了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与认同，也促进了涉诉信访工作的良性
循环，化解了一大批社会矛盾纠纷。截
至2016年6月底，全省值班律师接待的
案件中，值班律师与当事人达成代理意
向案件378件，法院共受理审查值班律
师代理申诉案件341件，目前已经办结
149件，进入再审程序31件，充分保障
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马 丽 高 群）

山东：律师代理申诉成效显著
一年来近四成案件当场息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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