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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淄博高新区法院】

微电影《妈妈请爱我》获金海棠奖最佳作品奖

新收案件数同比下降的背后
——江苏淮安法院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侧记

余增明 赵大为

““法行基层法行基层””好新闻竞赛好新闻竞赛

在全国各地法院普遍反映案件数
递增迅猛、人案矛盾日益突出的大背景
下，今年1月至9月，江苏省淮安市两级
法院新收一审案件45438件，同比下降
了1.56%，成为江苏法院系统新收案件
总数唯一下降的地区。淮安法院案件
数量逆势下降的“秘诀”在哪？

4000余件纠纷化解在诉前

今年6月14日，淮安经济技术开发
区人民法院启动诉前调解，联合区劳动
监察大队、某电子公司协调双方签订
102份调解协议，现场向来自甘肃张掖
某技工学校的 102 名学生发放工资款
192204元。

自2016年10月以来，在诉讼之前
就得以有效化解的矛盾纠纷，全市共计
4000余件。

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置诉讼辅导
室，定期安排具有丰富审判经验的院
庭长担任诉讼辅导员。通过辅导，感
到胜算把握不大或诉讼成本太高的当
事人会主动放弃打官司，有的则寻求
其他渠道解决问题。如果是双方当事
人一起来的，还能在法官调解下当场
解决。

据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
中心主任郑华介绍，今年9月、10月，该
院通过非诉渠道解决纠纷112起，占诉
讼辅导中心案件总数的64.96%。

他们还发挥派出法庭与群众“零
距离”的优势，在行政村设立审务工作

点，法官担任的审务指导员，做到“三
个必到”，即村居重要议事需求时必
到、突发事件发生时必到、较大纠纷化
解时必到。目前，全市法院在村居共
设立审务工作站（点）58 个，170 余名
法官定期进驻。

此外，“法庭直通志愿者服务队”
“法官参与党群议事会”“法护家园”等
活动广泛活跃在各乡镇。涟水县 100
余名基层妇联干部与法院女法官结对
互助，一年就协同调解婚姻家庭类案件
300余件。

涉民生类案件下降超五成

去年底，盱眙县官滩镇的李训龙承
包了 20 多亩水面养殖龙虾，因为水面
承包费问题与村民产生了矛盾。村民
们担心养殖户赚了钱就跑掉，要求交全
款，并采取过激行为阻止李训龙继续开
展养殖作业。

由法院提议成立的“盱眙县龙虾产
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迅速作出反应：
组成工作队进村入户开展调查走访并
调处矛盾，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分批次
捕捉，分批次付钱”的协议。

近年来，淮安两级法院向外延伸审
判职能，促进纠纷及时化解，缓解法院
办案压力——

联合市工商联建立非公企业巡回
法庭。一年多时间，该巡回法庭处理纠
纷110余起，其中委托调解案件53起，
调解成功率达75.2%。

与公安、司法行政部门、保险行业
协会互动，建立了涉保险纠纷诉调对接
平台，明确保险纠纷化解的多元方式和
对接载体。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10
月，通过涉保险纠纷诉调对接平台化解
的保险纠纷735件。

联合基层政府、住建部门、社区建
立物业纠纷“4+1”联动化解机制。今
年截至目前，全市法院物业纠纷案件由
2016年的4932件下降到2985件。

提议建立建筑工程款和农民工工
资“双账户双备案”制度，全市农民工讨
薪案件降幅达51.1%。

发布司法建议和典型案
例140余件

8月16日，淮安市委书记姚晓东视
察法院线下多元解纷平台及线上调解
平台运行情况，充分肯定法院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工作的举措和成效。

9 月 22 日，淮安市代市长蔡丽新
登上洪泽旅游巡回法庭审判船“泽法
号”，详细了解巡回法庭工作开展情
况。

11月6日，淮安市委常委、市委政
法委书记赵洪权就法院多元矛盾化解
机制作出批示，希望法院巩固现有成
果，不断探索创新，持续提升品牌含金
量和知名度。

“法院要在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上取得作为，必须形成党委主导、综治
牵头、司法推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

工作格局。”淮安中院院长钱斌说。
在组织保障机制方面，他们积极争

取市委对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指
导，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了《关于完善
全市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实
施意见》，市综治办下发了《人民调解工
作细则》《行政调解工作细则》和《司法
调解工作细则》。

淮安中院顺势而上，迅速成立了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
公室，出台《关于全面推进诉调对接不
断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实施
方案》，形成了从诉前、诉中到诉后的一
系列制度规定，为全市开展诉调对接工
作提供了依据。

该院积极建立由审务指导员、司法
协理员、人民调解员组成的“三员”解纷
队伍，全市500余名基层干部挂钩村居
开展社会风险排查和矛盾纠纷调处，
380 余名人民调解员或特邀调解员参
与村居矛盾纠纷劝导、调解、化解等息
诉工作；吸纳社会治理网格员和律师加
入“一员一师”队伍，定期邀请律师进驻
审务工作站（点）参与案件调解、信访化
解工作；定期发布审判工作白皮书，针
对交通事故、物业纠纷等涉及面较广的
类型纠纷，发布司法建议和典型案例
140余件。

“近年来，我们积极探索多元化解
纠纷新途径，努力将诉讼环节向前延
伸、审判领域向外延伸、司法职能向后
延伸，汇聚社会各方力量，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淮安经验’。”钱斌如是说。

本报讯 近日，由山东省淄博市
高新区人民法院策划的微电影作品

《妈妈请爱我》从 4360 部参赛作品中
脱颖而出，荣获第五届亚洲微电影“金
海棠奖”最佳作品奖，该片导演杨珊珊
荣获第五届亚洲微电影“金海棠奖”优
秀导演奖。

第五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由中国
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央新影集团、中共
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文化厅、云南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和临沧市人民政府

联合主办。
微电影《妈妈请爱我》由淄博高新区

法院策划，该院院长陈树礼担任出品人，
副院长张敦金担任总策划、总制片并本
色出演。电影讲述了法官灵活运用法律
规定，化解再婚家庭矛盾纠纷，使主人公
小杰与其母亲的感情和好如初的故事，
展现了人民法官依法融情，情法并重，在
新形势下刚正执法和柔情司法的全过
程，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司法为民、公
正司法的形象。 （闫 晓）

为让群众感受更温馨的诉讼服务，近日，安徽省怀远县人民法院对诉讼服务中心进行提档升级，配备了虚拟导诉员等便民设
施。据悉，虚拟导诉员采用了法院真实导诉员的影像和声音，将虚拟影像技术与导诉职能相融合，模仿真人与来访群众进行语音、
形体上的互动，向诉讼当事人提供更直观的导向指引服务。图为该院虚拟导诉员便民设施。 范 伟 摄

本报讯 今年以来，河南省封丘
县人民法院不断创新执行思维，客观
及时全面地宣传执行工作，进一步打
通了执行工作与社会各界沟通的“肠
梗阻”。

据了解，该院通过各类媒体，特别
是互联网媒体和本地媒体，主动宣传
报道执行工作情况，曝光规避执行、抗
拒执行的被执行人信息；坚持执行风
险告知制度，在执行立案时，向申请人

发放《举证责任及执行风险告知书》，
列明申请人应承担的举证责任，详细
告知执行风险。在案件的执行过程
中，该院坚持在案件多发地、案件执行
地，以案说法、教育群众，增进社会各
界对法院执行工作的了解和支持；积
极邀请媒体记者、代表委员及人民陪
审员、廉政监督员等见证执行，营造声
势，教育群众，形成良好的执行环境和
氛围。 （李正盛 陈红珍）

本报讯 11月17日，北京市第三
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送达工作专家研讨
会召开，法院系统、法学理论界以及相
关部门的代表 40 余人参加会议。最
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和北京市高级人民
法院诉服办有关领导出席并点评。

研讨会以司法送达工作为中心，
就北京三中院在送达工作方面的探
索、遇到的法律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研
讨。

据介绍，北京三中院在北京高院
的指导下，对司法送达工作的集约化
管理进行了先行探索，为北京法院开
展“七位一体三化统筹”集约送达工作
积累了经验。在试行过程中，北京三
中院积极探索“大诉服”工作格局，着
力创新送达工作管理机制，将送达等
事务性工作从审判流程中剥离出来，
统一由诉讼服务部门承担，摸索出了
集诉讼法规定的多种送达方式为一体
的综合服务模式。同时，该院将送达
一体化工作模式试用面拓展到辖区内

的顺义区人民法院，实现了法院送达
工作的信息化全覆盖及统一流程管
理，对解决送达难进行了有益尝试。
送达一体化系统设计实现了送达方
式、内部交接、外部衔接的一体化。当
前系统以电子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
达三个工作模块为建设重点,电话通
知模块和直接送达模块中的窗口送达
已经投入试用。

研讨会上，与会人员普遍认为送
达一体化系统能够方便快捷地采集送
达数据，符合大数据时代的要求，电子
送达中送达地址、送达效力点的认定
需要加以严格把握，对当事人的权利
应予以救济。

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等单位代
表与会，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的专家学者做了精彩点评，顺义法
院诉服办、中国邮政速递公司北京分
公司负责人和北京三中院法官代表等
参加了会议。

（马佳诚 刘晓蕾）

北京三中院召开司法送达工作专家研讨会

【河南封丘县法院】

多渠道宣传打通执行“肠梗阻”

本报讯 被执行人陈某为逃避近
20 万元的债务，一直躲避法院执行，
可他万万没想到，半夜在宾馆刚开了个
房间，就被赶来的公安民警堵个正着，
随后被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执行干警
带走。日前，在该院强大执行攻势下，
陈某和申请人达成和解协议。

据了解，陈某是禹州法院通过联合
公安机关临控定位并实施拘传的第一
人。为解决人难找、财产难寻等突出问
题，禹州法院与公安机关联合印发了《关
于建立执行联动机制的若干规定》，就协
助查找被执行人及相关人员、协助查控涉
执及相关车辆、联合打击拒执犯罪及其他
协助事项等问题做了详细规定。同时，该
院还建立了执行联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每月召开一次由法院分管领导、公安局分
管领导及其他相关人员参加的联席会议，
及时分析研判执行联动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及应对措施。通过执行联动威慑机制，
进一步缩小了“老赖”的生存空间，让“老
赖”无处可躲。 （孙伟博 雷孟禹）

禹州法院公安联动
让“老赖”无处可躲

本报讯 11月14日，广东省广州
市荔湾区人民法院邀请广州市文伟中
学50名师生走进法院，与法官进行了
一次“零距离”接触。荔湾区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荔湾区西塱社区和海
龙街道等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同
参与了此次活动。

当日14时，在荔湾法院少年庭法
官的带领下，同学们先后参观了审判
法庭、诉讼服务大厅、法警大队装备室

等。在参观智慧法庭时，同学们对庭
审网络视频直播、同步录音录像等功
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学们换上法
袍，坐上审判椅，敲响法槌，饶有兴致
地做了一回“法官”。法官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向同学们详细介绍了法庭的基
本布置情况以及案件的诉讼流程，通
过模拟法庭以案说法，防范校园暴力，
提高法治意识。

（荔法轩）

【广东广州荔湾区法院】

50名中学师生参加法院开放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