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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衔接 联调联动 经济高效
——山东日照岚山区法院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纪实

高 阳

““法行基层法行基层””好新闻竞赛好新闻竞赛

龙岩永定：“一案一卡”落实廉洁司法

今年4月15日下午，我和书记
员办案路过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
宝应湖人民法庭辖区金北镇应集村
一片200多亩鱼塘时，看见有人招
手示意停车。我一看，是年初审理
的五起水面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中的
一名叫程玉珠的当事人。

老程见我下车，跑上来一把拉
住我的手说：“邱庭长谢谢你！为
我们鱼塘的事情跑了不少腿，他们
也划算，我们也减少了损失。”

1997 年因产业调整，金北镇
应集村村民委员会将一方约200亩
的低洼地发包给本村村民程玉珠等
五人，由其自行改造成鱼塘进行养
殖，至2007年前不用交纳承包金。

就在 2007 年承包到期前，应
集村村委会将鱼塘所有权交还给本
村巨丰组。村委会告知五名承包
人，如果再续包，要与巨丰组签订
承包合同，交纳承包金。

五名承包人从心里就不承认鱼
塘是巨丰组的。直到 2015 年底，
他们既未与巨丰组签订合同，也未
缴纳过承包金。

从 2008 年至 2015 年间，双方
虽未签订承包合同，但为是否签合
同及缴纳承包金事宜吵闹过不少
次，相互关系十分对立。其间，巨
丰组多次到县、镇上访，要求处理
此事。有关部门多次组织双方调
解，均未能达成协议。无奈之下，
村小组在镇政府的引导下，于

2015 年 12 月向法院起诉，要求五
承包户交还鱼塘并缴纳拖欠的承包
金。

开庭那天，巨丰组来了几十名
村民，在开庭前双方就吵起来。在
审理中，双方坚持己见，多次调解
也未能达成协议。我便作出判决，
五被告于2015年12月30日前交付
鱼塘，并按照每亩每年450元的承
包价向原告缴纳承包金。

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但纠
纷仍在。

纠纷解决从哪里突破呢？我想
应该从五名被告那里打开缺口。

我便分别到五名被告家做工
作，向他们讲解原告的诉讼请求合
法合理，且判决已生效，督促他们
履行义务。五被告被我说服了，他
们将判决的承包金先全部交给我，
由我去做原告工作，将鱼塘续包给
他们。这时临近 2016 年春节，原
告巨丰组不少在外打工的人都回来
了，我连续利用三个晚上到原告组
里召集群众开会，向他们讲解合同
法规定原承包人有优先承包权。

也许因为在外打工的人见多识
广，也许经过一段时间的化解双方
的气消了不少，大家愿意坐下来谈
续租之事。就在除夕前一天，我领
着五被告来到原告组里。双方一见
面，五被告便先向原告方表示歉
意，原告方一位年长者也讲了“过
去的事不谈了，谁叫我们是一个村
里的人呢”的话。五被告当场全部
履行判决缴纳承包金的义务，巨丰
组与五被告签订四年期限的鱼塘承
包合同。原告当场按人口分发组收
益的承包金，大家欢天喜地领到钱
回家过年了。

该案先判后调，减轻了法院的
执行压力。我作为一庭之长，今后
要主动树立审理中关注执行的理
念，为实现“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
解决执行难”的承诺而奋斗。

案结不是目的，事了才是追求

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宝
应湖人民法庭庭长 邱永安

为缓解案件量激增、适应解决纠
纷的多元需求，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
人民法院积极推进诉调对接工作，促
进多部门联调联动，确保诉讼调解与
非诉解纷方式相互衔接，促使纠纷
以更加便捷、经济、高效的途径得
到解决，更好地维护社会和谐与稳
定。

无缝衔接
一站式便民解纷

“多谢你啊，叔，帮我挽回了这
个家。”岚山区巨峰镇村民卢某紧紧
握着人民调解员的手。

今年3月29日，卢某的妻子杨某
来到岚山区法院，要求与卢某离婚。
立案庭工作人员看到杨某的脸上满是
怒容，像是刚吵过架，于是决定先不
立案，通过无缝诉调对接机制，将案
件移送设在诉讼服务中心的人民调解
室。经过工作人员的劝说，杨某坚持
要求先立案再说。

随后，该院将案件委托给了巨峰
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人民调解员
多次到家中调解说和，杨某同意和
好，向法院申请撤诉。

立案登记制实施以来，岚山区法
院制定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多元化
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意见》，积极搭
建诉调对接平台，在诉讼服务中心增
设了案件分流室、人民调解室、司法
确认室、法官工作室，3处人民法庭
建立了诉调对接工作站，建立了人民
调解专家库和志愿者队伍，构建了诉
讼调解、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有机结
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从而实现
矛盾纠纷的科学分流和快速调处，达
到矛盾纠纷一条龙受理、一站式服
务、一揽子解决的目的。

该院工作人员进行立案时，主动
告知当事人诉讼风险与诉讼成本，同
时根据案件类别、特点，在保障诉权
的条件下，引导当事人合理选择纠纷
解决方式。对未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

解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婚姻家庭
纠纷、继承纠纷、邻里纠纷等权利义
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案件，建议当事人
先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暂缓立
案。当事人坚持要求立案的则予以立
案。对已经立案但有可能通过调解解
决的民事纠纷，法院在庭审前，经双
方当事人同意，由法院委托其所在地
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把矛盾消灭在家门口，避免矛盾
升级，有利于社会和谐。”该院副院长
张桂刚说道。今年1至7月，借力人民
调解的网络资源优势，借助社会力量，
成功分流、调解各类案件236件。

诉前调解
高效率化解民怨

“没想到我公司的借款纠纷这么
快就解决了。十分感谢您啊，张法
官。”刘女士拿着一份刚刚作出的调
解协议，对法官充满感激。

刘女士是岚山区安东卫街道一家
贸易有限公司的职员。今年 3 月 11
日，她作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来到岚
山区法院，欲起诉欠其公司300万元
的吴某。立案庭工作人员仔细了解了
案件情况后，认为案件事实比较清
楚，问其是否愿意诉前调解。刘女士
于是打电话给吴某，希望吴某尽快来
法院一趟。

接待刘女士和吴某的是在诉前调
解室值班的该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张国锋。通过充分调查案情，张国锋
对吴某进行说服教育，仅仅用了 10
分钟，双方即达成调解协议，吴某答
应4天内偿还欠款。

之所以能够如此高效、快捷地处
理纠纷，得益于该院建立的诉前调解
制度。当事人来立案时，由立案庭根
据案件不同性质、繁简程度和当事人
自愿的原则，对案件进行筛选过滤，
属于可调解范围的，分流到诉前调解
室。

诉前调解室平时安排2名法官作

为专职调解员，负责诉前调解工作，而
资深的专委、庭长则定期轮流值班。接
收到分流过来的案件后，诉前调解室
的法官及时制订调解方案，力争在立
案前调处和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
纷。今年1至7月，该院经诉前调解结
案152件。

庭前调解
和谐化弥合矛盾

2015年8月5日，67岁的丁老汉手
里捏着一张发黄的房契来了到岚山区法
院，欲起诉村委和牟老汉，要回房子。

工作人员审核材料后很快予以立
案，因为案情复杂，随即转到了民一庭
法官刘利红手中。

丁老汉是碑廓镇某社区村民，在本
村拥有住房一处。1993 年前后，丁老
汉一家暂时搬离该房，随后该房便闲置
起来。1994年3月，丁老汉所在村委征
得他的同意后，将房屋借给五保户居
住。2015年3月，丁老汉考虑到自己年
迈，需回该房居住养老，遂向村委提出
收回房屋。村委同意交还房屋，但称该
房由牟老汉占用。

68 岁的牟老汉则认为，当时村里
提倡搞养殖，是村里指定的地方让他养
猪，而且他在该房屋场地上加盖了四间
猪棚。双方矛盾相持不下，最后闹到了
法院。

在开庭前，刘利红多次到丁老汉和
牟老汉家中做调解工作，辨法析理。最
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牟老汉答应7天
之内搬出房屋，丁老汉给牟老汉600元
补偿款，双方握手言和，案件得以圆满
解决。

调解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修复当
事人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和谐。岚山
区法院一直以来高度重视调解在有效化
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所具
有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价值，始终将调解
贯穿办案全过程，特别是将庭前调解作
为全程调解的关键环节，力争通过法官
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使双方当事人达成

共识，减少怨怼。近年来，该院民商事
案件调撤率均在60%以上。

联调联动
大调解凝聚解纷合力

近年来，岚山区法院根据不同案件
性质，采取不同形式，积极主动联系辖
区交警大队、妇联、民政局、司法所、
社区和村委会、保险业协会等多个部
门，建立联调联动工作机制。通过这种
大调解工作体系，最大限度将各类矛盾
纠纷化解在萌芽。

2015 年 12 月 7 日傍晚，40 岁的胡
某驾驶拖拉机沿疏港大道由东向西行
驶至费家湖村路段时，将骑电动自行
车的隋某撞伤，后隋某经抢救无效死
亡。该事故经日照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岚山大队认定，胡某负事故主要
责任。之后，胡某一直没有赔偿死者
家属损失。

今年春节前夕，死者 63 岁的妻子
李老太及儿女到岚山区法院道路交通事
故法庭哭诉。法官吴媚想到，借着快过
年的契机，通过联合交警大队、人民
调解员向关在看守所的胡某说服教
育，也许能够让他及时赔偿死者家属
损失。

吴媚与交警大队人员、胡某所在村
的人民调解员一起去看守所和胡某家中
多次做调解工作。最终，双方达成调解
协议，胡某同意赔偿李老太一家损失
16 万元；李老太也同意出具谅解书，
减轻胡某的刑事处罚。

该院针对交通事故案件，引入了
“1+3”联调模式，与人民调解员、保
险公司、交警大队对道路交通纠纷进行
集中处理、联调联动。对于双方没有争
议的案件，法院主动邀请当地人民调解
员、保险公司参与调解，对于对交警大
队出具的责任认定书有争议的案件，邀
请交警大队一同参与。今年 1 至 7 月，
通过联调机制调解结案的交通事故类案
件74件，自动履行率为93.9%，服判息
诉率达94.1%。

本报讯 “有了这份廉政监督卡，
我们打起官司来也就更放心了。”8 月
11 日，在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
院立案的陈先生收到随案发放的廉政
监督卡，他对此项举措表示满意。

据悉，永定区法院于 2011 年 6 月
正式推行廉政监督卡制度，并形成案
件全覆盖、过程全留痕、问题全反馈

的常态化机制。出台 《廉政监督卡发
放、回收及归档实施细则》，明确廉政
监督卡发放、回收、归档的流程等，
严格执行“一案一卡”，实现案件全覆

盖。细化廉政监督卡列举的审判、执
行人员可能违法违纪的 11 种行为，确
保对立案、送达、庭审、执行等各环
节全程监督。强化督导反馈，定期检

查廉政监督卡发放、回收情况，针对
反映的违法违纪线索及时调查核实并
反馈。

今年以来，该院共随案发放廉政监
督卡 3000 余份，收到群众反映问题、
建议和意见17件，约谈25人次，反馈
回复率为100%。

（张丽华）

“我没有想到能领到这么多救助金，感
谢法院，感谢法官！今天你们还亲自将这笔
钱送过来，你们真是贴心人呀……”8月12
日上午，当双腿残疾的申请执行人刁某从广
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法院执行法
官手中接过2万元司法救助金时，感激之情
溢于言表。

2014年6月，刁某驾驶电动车与无证驾
驶二轮摩托车的谢某发生碰撞，造成刁某受
伤入院，花去各项医疗费 363841 元。该案
经法院审理后，判决谢某应赔偿刁某因交通
事故造成的损失共290689元。

因谢某不履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在执行过程中，法官经查询发现谢某没

有财产可供执行，且已下落不明。申请执行
人刁某被撞后导致双腿残疾无法外出务工赚
钱，刁某的老伴也不得不专门在家照顾刁

某，这使本就不富裕的刁家陷入经济困境。
港南区法院执行法官了解到这个情况

后，将该案的特殊情况汇报给院领导，并积
极为刁某申请司法救助金。考虑到刁某腿脚
不便，法官遂将这笔钱送到刁某家中。

图①：法官关切地询问刁某身体恢复情况。
图②：刁某在收款凭据上签字。
图③：刁某喜领2万元司法救助金。
图④：道别时，法官嘱咐刁某保重身体。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扎实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深入开展，8月12日，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组
织中层以上干部和优秀党员参观焦裕禄同志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

乔瑞锋 摄

本报北京8月16日讯 因对季
羡林先生生前保存的古今字画等物是
否应由北京大学占有存在争议，季羡
林之子季承将北京大学诉至法院，要
求其返还季羡林文物、字画等共计
649件。今天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了这起返还原
物纠纷案件，驳回了季承的全部诉讼
请求。季承当庭表示上诉。

季羡林曾于2001年7月与北京大
学签订一份捐赠协议书，协议书中约
定：将属于季羡林个人所藏的书籍、
著作、手稿、照片、古今字画以及其
他物品捐赠给北京大学。赠品将分批
分期由赠与人移交受赠与人指定的北
京大学图书馆，直到本协议所列各项
全部赠品移交完毕。

季羡林之子季承起诉称，2008
年 12 月季羡林书嘱“全权委托我的
儿子季承处理有关我的一切事物、
务”。季承认为，季羡林已于2008年
的书嘱中表明全权委托季承处理撤销
捐赠协议的事宜，据此，主张北京大
学返还以上珍贵文物共649件。

北京大学答辩称，季羡林先生未
有撤销《捐赠协议》的行为，且合同
法明确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
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
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可以撤
销的规定。季承提出“返还原物主

张”没有依据。
5月31日，北京一中院开庭审理

了此案，双方就季承请求返还原物是
否于法有据、赠与协议是否有效以及
赠与协议是否具有公益性等焦点问题
展开激烈辩论。

经过审理，8月16日上午北京一
中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一审宣判。该
院认为：季承作为季羡林先生全权委
托的受托人虽然有权利提起本案诉
讼，但是因季羡林先生与北京大学签
订的《捐赠协议》已然成立并合法有
效，且属于公益性质的捐赠，即便季
羡林先生本人都不能撤销。季承作为
季羡林先生的全权受托人只能按照委
托人的真实意思实施委托事务。季羡
林先生本人经过深思熟虑签订《捐赠
协议》，其直至逝世都未明确表示要
撤销该《捐赠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季承作为受托人
更无权违背季羡林先生的意愿或超越
季羡林先生本人的权利而主张该《捐
赠协议》或捐赠意向被撤销，因而也
就无权主张返还原物。所以，季承以
2008 年 12 月 6 日书嘱受托人的身份
要求北京大学返还原物的主张不能得
到支持。

据此，北京一中院判决驳回原告
季承的全部诉讼请求。

（曾巧艺）

北京一中院一审宣判季承诉北京大学返还原物纠纷案
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