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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法官走访矿区了解案情。
图②：法官召集当事人双方进

行调解。
图③：矿工排队领取补偿金。
图④：矿工高兴地向工友展示

存单。
图⑤：矿工代表送上锦旗表达

谢意。

深圳中院探索破产财产网拍新模式
三架波音747飞机淘宝网上开拍

诉调对接搭平台 多方协力促和谐
——江苏南通港闸区法院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纪实

王小燕

““法行基层法行基层””好新闻竞赛好新闻竞赛

随着立案登记制的全面实施，江
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受理案
件数量大幅攀升。面对新的形势，港
闸区法院整合既有调解资源，开拓新
的调解渠道，研究诉前调解规律，构
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从服务
群众、服务审判角度出发，注重细节、
追求实效，全面升级多元化解矛盾纠
纷工作。

立案引导 搭建诉调对接桥梁

9 月 1 日 10 时，在港闸区法院诉
讼服务中心登记立案窗口，当事人刘
某正向立案法官递交起诉材料。立
案法官发现刘某主张的是一起小额
借贷纠纷，立即建议他先到诉前调解
工作室进行调解，如果不成功再通过
诉讼解决。经过法官的具体解释，刘
某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刘某认为，
诉前调解不收费，结案周期短，值得
一试。

为推广诉前调解，对案件有效实
施繁简分流，港闸区法院在立案导诉
阶段以及窗口立案阶段，由工作人员
对当事人所起诉的案件进行筛查评
估，对其中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
适合调解的案件，主动向当事人推荐
诉前调解。通过积极引导，部分案件
事实清楚、争议标的额较小的案件及

时得到了化解，有效节约了审判资源。
为尽可能给当事人诉讼提供便利，

港闸区法院在立案登记制实施之初，即
在区委政法委协调下，与区司法局共同
设立全市首家律师志愿者服务站。服务
站的律师志愿者为诉讼群众提供免费法
律服务，有效缓解了法院的工作压力，
提高了立案效率，同时基于当事人对不
代表任何一方利益的志愿律师的信赖，
往往在引导当事人通过正当程序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方面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诉前调解 高效解决群众纠纷

“你们的这种做法值得推广，树立起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旗帜。本人对贵院
司法为民的工作作风深表谢意，并向王永
余调解员表示敬意！”2017年4月，群众朱
某寄来的一封感谢信摆到了港闸区法院
院长陆燕红案头，朱某信中称赞不已的正
是该院今年初设立的诉前调解工作室。

诉前调解工作室是港闸区法院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体系中的重要环节。该工
作室以实现“诉前调解与小额速裁、效力
确认、基层调解、专业调解、调解员培养”
联动互补为理念开展工作。工作室通过
与辖区各街道的“三所共建工作室”实现
对街道和村居的对接，形成了遍布全区各
街道、各村居的调解网格体系。同时将科
技创新引入诉前调解，借助APP网络终

端，开辟了“空中调解”平台，不方便到场
调解的当事人可以通过视频进行异地调
解。

3月17日，朱某以不当得利为由将
某企业诉至法院，追讨离职职工应享有
的改制补偿金。立案庭庭长范斌建议他
先进行诉前调解。调解当天，诉前调解
工作室调解员王永余从案件事实、法律
规定等多方面开展调解工作。最终，在
王永余细致、耐心的调解下达成协议，朱
某的诉求得到了一次性解决。

据了解，诉前调解工作室成立至今
已成功调解各类纠纷 200 余件，调解成
功率近80%，促进当事人之间矛盾纠纷
的及时、快速解决。

资源整合 打造多元解纷平台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发展，物业
服务在城市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突
出。与此同时，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间
的矛盾也不断发生。2016年，港闸区法
院受理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已激增
至652件。案件绝大多数都是物业公司
起诉业主要求缴纳物业费，这类纠纷虽
然涉案金额不大，但处理的难度却相当
大，常常剪不断、理还乱。

今年初，港闸区法院与物业管理行
政主管部门——港闸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以及区司法局、各乡镇街道、辖区物业

公司等召开联席会议，借助社会多元
解纷力量，组建纠纷化解团队。研究
出台《物业纠纷联动调解实施细则》，
主动搭建社区和法院两个纠纷解决平
台，实现早发现、早处置。

物业纠纷发生后，先行由社区物
业纠纷调解机构组织调解，必要时可
通知业主委员会、住建局、法院派员
共同参与。经社区调解达成调解协议
后，当事人请求司法确认的，由法院
及时作出裁定确认调解协议效力；调
解不成的，由住建局出具对物业公司
日常管理情况的审查意见书后，到法
院登记立案，法院立案后统一移交速
裁庭审理，由法庭结合物业公司考核
情况对其物业费主张作出合理评价。

截至 8 月，港闸区法院已通过诉
前程序化解物业纠纷 150 余件，调解
成功率近 70%；通过速裁程序审结物
业纠纷 148 件，速裁程序平均处理周
期不到15天。

近年来，针对群众关注度高、影响
面广的道路交通事故、劳动争议、家事
等几类纠纷，港闸区法院已陆续与市
交巡警支队、市保险协会、区劳动仲裁
机构、区妇联联合构建行业性、专业性
调解平台，多部门相互借力，释放出

“聚则成拳、散则成网”的放大效应，合
力实现案结事了。

本报讯 （记者 王 洪 通讯
员 丁 俐 程丽丽） 今年 1至 8月，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速裁中心采取繁简分流、快审快结、多
元化解等方式结案 910件，他们用 4%
的审判力量办理了22%的民商事案件。

樊城区是襄阳市的中心城区，随
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立案登记制的实
施，樊城区法院受理案件数不断上
升。樊城区法院于2013年在立案庭成
立速裁中心，配备调解室3间，员额
法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各2名，专
门负责简单民商事案件的调解、速
裁，以及调委会调解达成协议的司法
确认工作。

樊城区法院立案大厅窗口工作人
员对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进行审
查，对符合小额诉讼的案件、事实

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分配到速
裁中心审理。立案窗口工作人员分
配的案件，速裁法官认为案情复
杂，不适宜调解的，马上退回立案
窗口另行分案。

该院速裁中心法官收到案件后三天
内向被告送达法律文书，一周内组织双
方当事人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当日或
最迟3日内出具调解书。调解不成的简
易案件，以简易程序开庭，在一周内作
出判决；案情复杂的，在3个月内作出
判决。

速裁中心自成立以来成绩显著，
年结案量大幅增长。2013年结案 211
件，2014年结案559件，2015年结案
830件，2016年结案1007件，今年截
至 8月 31日已结案 910件，年底有望
突破1500件。

用4%的审判力量办理22%的民商事案件

襄阳樊城区法院速裁中心显成效

本报讯 （记者 许 聪 通讯员
王 芳）记者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了解到，该院近日在淘宝网首次上
拍3架波音747飞机。据悉，这是阿里
巴巴旗下拍卖平台在线上拍卖的首单波
音 747 飞机拍品，起拍价为人民币 3.9
亿元。

据了解，深圳中院于9月1日正式
启动破产财产网络拍卖工作。该院依
托阿里巴巴旗下拍卖平台搭建的破产
财产网络拍卖平台，以“管理人+辅
助拍卖服务+网络平台”的模式推动
破产财产的网络拍卖，利用信息化手

段减少拍卖环节、提高流程公开度、
扩大拍品受众范围，打造破产财产网
拍的“深圳样本”。

据介绍，这 3 架波音 747 飞机来
自中国首家中外合资的航空货运公
司——翡翠国际货运航空有限责任公
司。该公司系由深圳航空与汉莎货
运 、 德 国 投 资 与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DEG） 共同投资成立，主营业务为国
际 货 物 运 输 ， 运 营 6 架 波 音 747-
400ERF型超远程货运飞机，经营国际
货运航线30余条。

2013年2月6日，翡翠航空清算组

以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并且明
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深圳中院申
请翡翠航空进行破产清算，该院于
2013 年 9 月 17 日裁定受理。在破产程
序中，经评估审计，截至 2013 年 9 月
17 日 ， 翡 翠 航 空 公 司 资 产 总 额 为
1744182102.75 元 ， 负 债 总 额 为
4711601772.67 元 ， 净 资 产 为 -
2967419669.92 元，已严重资不抵债。
2014 年 5 月 14 日，翡翠航空公司债权
人中行深圳分行向法院申请对翡翠航
空公司进行重整，此后又以航空货运
市场持续低迷、重整难度增大以及重

整意向方提出的重整条件难以满足为
由，请求撤回对翡翠航空公司的重整
申请，法院同意其申请，认为翡翠航
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破产
清算的条件，于 2014 年 12 月 1 日宣告
翡翠航空破产。此后，翡翠航空所有
的 3 架波音 747-400 货机也随之被拍
卖，但经历了 6 次线下拍卖后均流
拍。近日，在深圳中院指导下，翡翠
航空管理人在阿里巴巴旗下拍卖平台
上拍卖 3 架飞机，开启了其首次线上
进行拍卖飞机的新征程。

据深圳中院副院长龙光伟介绍，
破产财产网拍的深圳模式，是由管理
人自主搭建辅助拍卖平台，统筹协助
管理人在网络平台拍卖破产财产，拍
卖全流程由管理人主导，而法院只是
起到程序推动和监管的职责，这是目
前与破产法律制度非常契合的网络拍
卖模式。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于今年9月开展了
“结百村、访万户、解民忧、帮民富”活动，法官们深入辖区村庄，把接访
室、调解室搬到基层一线，通过“法官大下访”促进“矛盾大化解”。截至目
前，法官共走访1200多户，排查矛盾纠纷60多个，解决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
97件次。图为该院法官在王曲乡王东王占村排查矛盾纠纷，解决实际问题。

张建忠 摄

本报讯 近日，福建省宁德市中
级人民法院与新浪网签订互联网智慧
法院战略合作协议，探索深化法院

“互联网+”诉讼服务，全力推进在
线智慧法院建设。据了解，该院将加
大研发力度，大力推进电子卷宗随案
生成和历史档案电子化工作，为大数
据、智能化技术提供基础；完善智能
辅助办案系统，推进执行指挥中心转
型升级，加快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
台、12368语音服务平台等司法公开

信息化平台建设。
据了解，该院所建设的互联网智

慧法院覆盖了诉讼调解的全流程，诉
前阶段平台支持类案推送、结果预
判、诉前调解，诉中阶段平台支持立
案缴费、身份验证、诉中调解、举证
质证、网上开庭等，诉后阶段平台支
持自动生成裁判文书、判后答疑、申
诉信访等，简易程序案件、当事人不
便出庭的案件可基于在线平台进行调
解或诉讼。 （吴杏良）

宁德中院与新浪网签订合作协议

日前，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法院向
216 名矿工集中发放经济补偿金 120 余万
元。矿工们领款后，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这么快就帮我们拿到补偿金，烈山法院不
愧是全国模范法院。”今年 5 月，244 名矿
工向烈山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淮北市新杨
煤矿向他们支付经济补偿金和工资共计605
万元。烈山法院立即启动群体性案件应对
机制。为尽快结案，法官加班加点工作，
坚持以调解为重心，与劳动者、企业代表
进行沟通，促使多数矿工与煤矿达成调解
协议。 244件案件除28件因当事人没有诉

讼资格或主动撤诉外，其余已达成调解协
议。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在院长的努力
下，得到区委、区政府领导支持，从煤矿
政策性关闭资金中划拨经济补偿金，及时
将补偿金执行到位，并委托银行为每名矿
工开具存单，方便他们领取款项。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法庭内，作为母亲的被告人李某
正在接受法院的审判；法庭休息区，
一名4个月大的婴儿却哭闹不已。为
了安抚这个婴儿，正在值勤、刚当母
亲不到一年的法警郝利娜，毫不犹豫
地将孩子抱起来，充当起了“临时妈
妈”。9月23日上午，发生在山西省
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大审判法庭内的
这一幕，一经网友转发，便引起了社
会各界的交口称颂。

当日上午，晋中中院大审判庭
内，法庭对本市龙泉生态牧林庄园
和魏某某等 34 名被告人集资诈骗、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一案进行审理。一件审理时间
跨度长达两年、涉及 2800 余名受害
群众、社会影响十分恶劣的特大刑
事犯罪案件一审终于落槌。而孩子
的母亲李某，就是本案的被告人之
一。

之前取保候审的李某刚产下孩子
4个多月，为了方便照顾，开庭当天
便将孩子父亲和婴儿都带到法庭的休

息区。9时，正值庭审期间，这名依
偎在父亲怀里的婴儿突然大声啼哭。

看到孩子的哭闹和父亲的窘境，
刚生孩子不到一年的新妈妈郝利娜毫
不犹豫抱过孩子，找了个僻静之处给
孩子喂奶。十多分钟后，依偎在“妈
妈”怀抱里的孩子竟然睡着了。这一
幕，让另一名女法警深受感动，随手
拿起手机将这温暖的画面定格。这一
幕也让其他同事感动、称赞，更让孩
子的父亲和其他亲属都流下了眼泪。
宣判前，看到“法警妈妈”给女儿喂
奶的照片，孩子的母亲李某更是掩面
哭泣、连声忏悔。

此事经当地网友微信转发后，
得到了众多网友称赞，看着法警哺
乳孩子的神情和背影，称之为“最
美背影”。郝利娜则表示：“我是一
位新妈妈，同为母亲，我感受到了
尽管是被告人却同样是母亲的李某
的着急和心疼，就想尽己所能，安
抚这个小宝贝。我相信，遇到类似
的事，每一位妈妈都会这样做。”

“我相信，每一位妈妈都会这样做”
——晋中女法警为当事人孩子哺乳获赞

本报记者 陈 伟 本报通讯员 卢琳山

本报讯 “您好，我们在淘宝网
上竞拍了一处房产，但我妻子马上就
要生了，没法过来签字，怎么办？”
近日，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执行局
接到了买受人王某的电话。

“没关系，您可以提供详细地
址，我们提供上门确认服务。”听到
执行干警的回复，焦急的王某这才放
下心来。

今年以来，温岭法院积极推进
“最多跑一次”改革，简化手续，在

司法拍卖公告上预留了标的物看
样、详情咨询及竞拍流程咨询电
话，有意向竞拍者可以根据实际需
求分别致电，确定看样时间，了解
拍卖流程。

网拍成交后，买受人可通过电话
确认手续办理时间，在约定好的时间
内前往法院办理手续。如遇特殊情况
当天无法前来办理的，法院也可提供
上门服务，减少买受人来往奔波。

（李 洁 汪德锋）

温岭法院提供网拍上门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