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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阳：“良方”智解案多人少
本报记者 冀天福 本报通讯员 刘钰栋 伊乐林

河南省宜阳县人民法院勇于正视案多人少问题，不等不靠，积极探索，按照“当繁则繁、宜简则简、
难案精审、简案快审”的工作原则，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探索出了一条可行性强、可借鉴的繁简分流工作
机制，大大提升了法院办案质效，形成了破解案多人少的“宜阳良方”。

集约化管理 便民利民

诉调对接 多元化解

宜阳县樊村村民任某在打工期间不
慎受伤，由其老板支付医疗费进行治
疗。眼看治疗费用越来越多，老板就对
任某不管不问了，任某只能自己付费治
疗一直到出院。出院后，任某向老板要
钱未果，无奈之下来到宜阳法院准备起
诉。听说打官司很麻烦，因而当任某来
到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时，心里有些忐忑
不安。

但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很快让任某
放了心。通过工作人员地讲解，任某只
花了十几分钟时间就在诉讼服务中心一
并完成了立案手续、保全手续和鉴定手
续。任某笑着说：“这次算是亲身体会
了，诉讼不麻烦。”

“为民、便民、利民”，运行了近三
年时间的宜阳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成为
宜阳法院了解社情民意、服务涉诉群
众、联系社会各界的桥梁纽带，真正
实现了“一站式”服务，让当事人

“走进一个厅，事务一站清”。中心集
中了行使诉讼服务、纠纷化解和纠纷
分流三大主要职能，具体又包括了诉
讼引导、便民服务、立案登记、诉讼
费收缴、排期开庭、集中送达、集中
保全、诉调对接、司法救助、法律援
助、查询咨询、材料收转、判后答
疑、信访接待、再审复查、约见法官
等 20 多项功能。审判辅助事务集中管
理，让法官从繁琐的程序性、事务性
工作中解脱出来，专心于案件庭审、
评议和裁判。

在此基础上，宜阳法院坚持延伸
服务职能。对一些老年人、残疾人、
病患者等不方便参加诉讼的特殊群体
开展上门立案服务，在电话预约后，
诉讼服务中心均可在非工作时间派专

人为其办理立案、预交、结算、退还
诉讼费等手续。此外，诉讼服务中心
还设立有律师值班窗口、妇女儿童维
权窗口，联合司法局、妇联等单位对
当事人进行更贴心的服务。

宜阳法院同时积极探索以人民调
解为基础、诉讼调解为主导、审判作
保障的功能互补、良性互动、诉调对
接的多元联动调解工作新机制，引导
当事人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多种途径
解决纠纷。诉讼服务中心设有诉前调
解中心，可对部分事实清楚、争议不
大、标的额较小的案件进行诉前调
解。诉前调解中心有两名经验丰富的
法官和四名具有丰富调解经验的人民
调解员，给当事人营造轻松的氛围，
在双方当事人自由表达的过程中，找
准双方的利益平衡点，由表及里、由
浅及深地推进调解，从而使一些原本
棘手的案件得以圆满解决。为减轻群
众诉累，让当事人可以就近解决纠纷，
宜阳法院同时依托该院下辖的四个基层
法庭成立了专门调解室，邀请村里德高
望重的人进行调解工作。对于调解不成
的案件，调解中心和调解室则严格按照
规定，迅速分流至业务庭审理，做到简
案快审、繁案精审，确保审判质效。

去年以来，该院诉讼服务中心共结
各类案件 414 件，标的额达 2800 余万
元，其中诉前调解结案达 287件，诉前
保全结案 92 件，管辖权异议结案 11
件，司法确认结案 24件。调解结案中
的交通事故类案件占 209 件，标的额
1270 多万元，民间借贷及合同案件 78
件，标的额 1011 多万元，大多数纠纷
在一周内得到解决，真正做到了案结事
了。

李霞在王志勋开的一家小饭馆打
工期间，右胳膊不慎被电动搅面机

“咬”掉。王志勋为救治李霞花了近 5
万元后就不再支付继续治疗费用，双
方产生纠纷。李霞因此到宜阳法院起
诉，希望能得到 15 万元的赔偿。立案
当天，案件就转到了诉讼调解中心，
经调解员的工作，3天后双方达成了调
解协议，由王志勋一次性赔偿李霞因
这次伤残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
13.5 万元，以后互不追究。随即，宜
阳法院对双方的调解协议书进行了司
法确认，一起重大人身损害赔偿案以
和平方式顺利化解。

宜阳法院诉调对接中心灵活有序的
诉调工作机制确保了矛盾纠纷得到高效
化解。在诉调工作机制下，案件纠纷的
解决需要通过三个步骤。首先是实行调
解倡议和案件过滤分流。当事人到诉讼
服务中心申请立案时，立案窗口将对案
件进行甄别和筛选，向当事人发放调解
倡议书，告知并引导其选择适当的方式

解决纠纷。当事人若同意调解，则将案
件分流至诉调对接中心。

其次是实行诉前移送调解。对于进
入法院立案的各类民事案件，诉调对接
中心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
将先行进行诉前调解。

最后是实行诉中委托调解。对于已
经登记立案的纠纷，在立案后或在审理
过程中，若发现案件尚存在调解可能且
当事人同意调解的，可随时委托给调解
中心、特邀调解员或专职调解员进行专
业化调解。不但减轻了当事人诉累，还
为业务庭法官节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专
司案件裁判。

此外，宜阳法院还根据实际需要在
诉讼服务中心设立了家事调解、商事
调解、民间借贷和综合调解四个专业
调解室。既将人民调解的情感优势与
司法调解的权威优势相结合，又将人
民调解员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与法官
专业的法律知识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化
解矛盾纠纷。

李某因家里盖房急需用钱，就
向尹某借了 3 万元，约定一年后归
还。但借款到期后李某迟迟不肯偿
还借款，尹某于是将李某起诉至宜
阳法院。从立案到拿到判决书，尹
某只用了 22 天时间，这让他很吃
惊，因为他记得五六年前自己也曾
打过此类官司，可当时却用了将近 5
个月时间。法官于是向尹某解释，
该案适用的是小额诉讼程序，其特
点就是审理快。尹某听后连连称赞
法院的效率有了显著提高。

为解决“简案不简”的问题，
宜阳法院在立案登记时，就结合案
件类型、标的金额、当事人状况等
综合因素对案件进行分类。该院明
确了简单案件与复杂案件的区分标
准和分流规则：除起诉时被告下落
不明的案件，发回重审的案件，当
事人一方或双方人数众多的案件，
适用审判监督程序案件，重大、疑
难、复杂或者新类型案件等法律规
定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
外，一概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适用

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申请转为普通
程序审理的，必须经院长批准；适
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限也从 6
个月压缩为 3 个月。同时，宜阳法
院通过审判管理系统智能分流为
主、人工分流为辅的方式，使案件
的甄别和分流更科学高效，法官的
办案效率也得到提升。

宜阳法院还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扩大小额诉讼程序适用范围，最大
限度实现民事案件繁简分流，提高
审判质效。在实践中，法院鼓励案
件标的额在 1.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
下的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甚至 10 万
元以上的案件，只要双方当事人同
意，也可适用小额诉讼。这些案件
以往通过普通程序审理期限为 6 个
月，简易程序审限为 3 个月；适用
小额诉讼程序后，审限缩短至 1 个
月，诉讼费也减半。适用小额诉讼
程序的案件与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
相比，结案率和服判息诉率都更
高。审限缩短、诉讼费减半也大大
减轻了当事人诉累。

简案快审 方便快捷

宜阳法院繁简分流工作机制改革
工作开展一年多来，一直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办案质效也大大提升。

在繁简分流工作机制的作用下，
宜阳法院各项审判质效指标逐年提
升。2016 年，宜阳法院共收案 5015
件 ， 同 比 提 升 29% ； 审 执 结 4807
件，同比提升 34%；结案率 96%，同
比增长了3.65个百分点。宜阳法院综
合审判质效更取得全市法院第一名的
骄人成绩。

2017年 1月至 6月，宜阳法院共
受理各类诉讼案件 2204 件，审结
1572 件 ， 同 比 分 别 增 加 15% 和
32%。法定审限内结案率、长期未
结案件指数、延长审限结案比、案
件改判和发回重审率等数据量化考
核均位居全市法院首位。

繁简分流工作机制的成效不仅体
现在审判质效指标等数据中，更体现
在方方面面。

繁简分流工作机制为党委、政
府分忧。宜阳法院通过繁简分流，
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合力消除
各种矛盾隐患，多用调解、和解的
手段稳妥调处各种信访纠纷案件，
为社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营造良好
的法治环境。自宜阳法院诉调对接
中心成立以来，化解了一大批信访
积案、难案，为县委、县政府破解
了大量信访难题，也为地方和谐稳
定作出了贡献。

繁简分流工作机制有效避免人民
群众诉累。宜阳法院的诉调对接工作

坚持不收取任何费用，力争在较短的
时间内帮助当事人解决纠纷。在具体
工作中，调解人员充分尊重当事人的
意愿，在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开
展调解工作，最大限度地方便群众。
诉调对接中心以方便、快捷、高效的
特点吸引了很多准备打官司的群众，
受理的纠纷涉及宅基地使用权、婚姻
家庭、交通事故、租赁、劳动争议、
相邻关系、人身损害赔偿等，几乎涵
盖所有传统民事案件类型，使大量矛
盾无需缴纳诉讼费用、无需进入诉讼
程序而得到有效化解，减轻了群众诉
累，为当事人节省了诉讼费用，维护
了社会的安定，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赞
誉。

繁简分流工作机制为法院节约
司法成本。一大批老案、难案、“骨
头案”经过调解都实现了定分止
争、案结事了，有效缓和了法院长
期面临的“案多人少、判多调少、
案结事不了”压力，彰显了司法公
信，更减轻了法官工作压力、节约
了司法成本。

宜阳法院还积极探索“要素式”
和“门诊式”庭审方式。宜阳法院在
全市法院中率先推出了表格式文书，
力推表格式、令状式和要素式文书，
加强督促程序的适用，逐步提高当庭
宣判率。为了提高办案效率，缩短审
理周期，宜阳法院对审判流程进行全
方位跟踪监督，实现案件进程的可
视、可知、可控，敦促法官提升工作
效率，案件的平均审理周期缩短为
39天。

繁简分流 质效双赢

盛方奇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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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便民、利民”，运行了近三年时
间的宜阳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成为宜阳法院
了解社情民意、服务涉诉群众、联系社会各
界的桥梁纽带，真正实现了“一站式”服
务，让当事人“走进一个厅，事务一站清”

通过实行调解倡议和案件过滤分流、
实行诉前移送调解、实行诉中委托调解三
个步骤，宜阳法院诉调对接中心灵活有序
的诉调工作机制确保了矛盾纠纷得到高效
化解，案件得以快速结案

诉调对接 多元化解

简案快审 方便快捷

宜阳法院在立案登记时，就结合案件类
型、标的金额、当事人状况等综合因素对案
件进行分类，按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小额诉
讼程序，有效解决“简案不简”的问题

繁简分流 质效双赢

在繁简分流工作机制的作用下，宜阳法
院各项审判质效指标逐年提升。2016年，宜
阳法院共收案 5015件，同比提升 29%；审
执 结 4807 件 ， 同 比 提 升 34% ； 结 案 率
96%，同比增长了3.65个百分点。宜阳法院
综合审判质效更取得全市法院第一名的骄人
成绩

根据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深圳前海合作区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了深圳普士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
于2017年10月11日指定广东创基律师事务所担任深圳普士科
技有限公司清算组。深圳普士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到清算组指定地点申报债权。深圳普士科技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深圳普士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等相关清算义务人
应于公告之日起 10日内向清算组移交其占有和管理的公司财
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清算组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3007 号国际科技大厦 18 楼 1807-1808 联系人：陈文敏电话：
0755-83760019。 深圳普士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 2017年 8月 22日裁定受理了广

州市水泊经济贸易有限公司申请广州市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强制清算一案，并同时依法指定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负责
人：蔡海宁）为广州市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广州市
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请于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
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者，自行承担法律后果；广州市穗
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清算组清偿
债务或归还财产。如有其他相关事宜，也请与清算组联系。清算
组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103号维多利广场A座 31
楼，联系人：蔡海宁，电话：020-?38103938；15017571783。

广州市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广州市市头实业有限公司的申

请，以（2017）粤 01强清 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中法糖业食品
工程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同时指定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
为中法糖业食品工程有限公司清算组。中法糖业食品工程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清算组（通信
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中山大学西门科技园 A 座 601-
607；联系人：蔡华荣；联系电话：020-84115022）申报债权。

中法糖业食品工程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O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柳燕燕：本院受理陆玉林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作

出（2017）沪0113执31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评估、拍卖柳燕燕名
下座落于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善济路158号峰汇商务
广场4幢143室，并依法委托上海国城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进行评估，已作出国城估字 2017-04236号评估报告书，上述标
的物估价为人民币1,990,000元。现通知你方到本院执行局领取
执行裁定书及评估报告书。自发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期满后 10日内向本院书
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柳燕燕：本院受理陆玉林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作

出（2017）沪0113执31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评估、拍卖柳燕燕名
下座落于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善济路158号峰汇商务
广场4幢142室房产，并依法委托上海科东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
公司进行评估，已作出沪科东房估字（2017）FC第 0457号评估
报告书，上述标的物估价为人民币 1,905,000元。现通知你方到
本院执行局领取执行裁定书及评估报告书。自发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
拍卖。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柳燕燕：本院受理陆玉林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作
出（2017）沪0113执31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评估、拍卖柳燕燕名
下座落于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善济路158号峰汇商务
广场4幢136室房产，并依法委托上海国城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
公司进行评估，已作出国城估字 2017-04237号评估报告书，上
述标的物估价为人民币1,724,000元。现通知你方到本院执行局
领取执行裁定书及评估报告书。自发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期满后 10日内向本
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柳燕燕：本院受理陆玉林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作

出（2017）沪0113执31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评估、拍卖柳燕燕名
下座落于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善济路158号峰汇商务
广场4幢135室房产，并依法委托上海科东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
公司进行评估，已作出沪科东房估字（2017）FC第 0441号评估
报告书，上述标的物估价为人民币 2,055,500元。现通知你方到
本院执行局领取执行裁定书及评估报告书。自发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
拍卖。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中天九机床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台州市吉利安通
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天津市中天九机床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0月8日作出的（2012）台路商
初字第1770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原告台州市吉利安通发动机
制造有限公司已于2014年5月12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
于当天向你公司发送了执行通知书，要求你公司履行裁判文书
确定的义务，但你公司至今未履行。现本院再次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要求你公司在15日内按照（2012）台路商初字第1770号民事
判决书履行义务，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拍卖你公司所有的
GCK12100数控曲轴淬火机床设备两套。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浙江]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济南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了
该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担任济南
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济南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前，向管理人（电话：
18660196183）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济南中材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济南中材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12月
21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特此
公告。 [山东]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债务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宜发实业公司清算组申请破产
一案，本院已于 2017年 8月 14日依法裁定受理。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一、债权人应自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的公告发布之
日起4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对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等
情况，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后分配日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未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二、对广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宜发实业公司的其他执行程序依法中止执
行，申请执行人可凭生效的法律文书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有关广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宜发实业公司的民事诉讼或仲裁程序也应依
法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仲裁继续进
行。三、本院指定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宜
发实业公司破产管理人，并已制定指定管理人的《民事决定书》
交付给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管理人的办公地点：广州市海珠区
新港西路中大科技园 A 座 6 楼，联系人为欧阳兵（联系电话
13922709008）。四、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自本院裁定
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向本院指定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故意向债务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使债权人遭受损失的，不免除其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的
义务。五、本院定于 2018年 1月 10日下午 14时整在本院第一法
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广东]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广东省肇庆市化工原料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4月
25日裁定受理债务人广东省肇庆市化工原料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7年9月13日指定广东曜政律师事务所担任广东省肇庆市化工原料
公司破产管理人。广东省肇庆市化工原料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7年12
月15日前,向广东省肇庆市化工原料公司破产管理人（讯地址：广东省肇
庆市端州区和平路4号4楼402室，名称：广东曜政律师事务所，邮政编
码：526040；联系人：伍翠莲律师，联系电话：0758- 6819380、
13727209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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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广东省肇庆市化工原料公司的债权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广东
省肇庆市化工原料公司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7年12月22日下午3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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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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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破终11、12号民事裁定
书于2017年9月12日裁定受理债权人惠州方达工贸有限公司、中山市精华
油墨有限公司申请对金峰电路（惠州）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
年10月11日指定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为金峰电路（惠州）有限公司管理人。
金峰电路（惠州）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月12日前，向金峰电路
（惠州）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惠州市惠城区下埔滨江大厦11号楼堤上三
楼；负责人：徐向辉；联系电话：18824863216（陈敏粤）15815378632（罗家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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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程序行驶权利。金峰电路（惠州）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金峰电路（惠州）有限公司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月23日上午9时在本院（地址：惠州
市惠城区惠州大道江北段41号）一楼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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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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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3月21日，本院根据深圳市沙井沙头股份合作公司的申请裁
定受理金永溢塑胶（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永溢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经审理查明，金永溢公司现已不在登记注册地办公，亦未发现有其他
经营场所，管理人无法对公司进行接管。金永溢公司名下有存款美元1.76
元、港币80.73元以及宝安区人民法院处置机器设备后未分配的执行款
人民币50173元。经管理人调查，本案有职工债权合计人民币1530786
元，本院裁定确认的债权人民币2536194.66元。另经管理人调查，金永溢
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0万元，股东友荣企业有限公司（英文名
称PALWINGENTERPRISESLIMITED）已出资人民币13077164元，
欠缴出资额为人民币1922836元。因股东友荣企业有限公司已告解散（被
除名），且已下落不明，管理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向股东追缴注册资本，经
提请债权人会议审议和表决，已通过管理人停止追缴注册资本的方案。
本院认为，金永溢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符合法定破产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之
规定，本院于2017年7月6日裁定宣告金永溢塑胶（深圳）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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