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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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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以收案量最
大的民商事审判领域为突破口，通过案件难易
区分、审判团队确定、明确办案系数、分案技
术保障、绩效考评辅助、法官全程参与六项措
施，民商事分案打破庭室界限，全面实现了

“小定向”“大随机”。
一是区分案件难易。在对近三年民商事案

件作详细统计的基础上，经全体民商事法官投
票，从常见的200多个案由中，选出建设工程
纠纷、医疗事故及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公司及
破产纠纷、劳动争议纠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纠纷5类较难案件，物业合同纠纷、电信合同
纠纷2类相对简单的案件。对这些公认的较难
和较容易案件，全部先剥离出来由专业团队进
行审理，定向分案。此外，按照改革要求，对
家事案件定向分案，并在入额的院庭领导之间
轮流分配发回重审、再审案件和新型疑难复杂
案件，其余案件，全部纳入随机分案。

二是确定审判团队。对选出的较难案件和
较容易案件，评估案件年度受理数量，成立相
应数量的专业团队。确定成立 1 个分调裁团
队，负责处理物业、电信以及其他可以速裁的
案件；2个劳动争议审理团队，2个交通事故
损害赔偿纠纷审理团队，1个公司纠纷暨破产
案件团队，1个建设工程及医疗纠纷团队。另
外，按照家事审判改革要求，确定3个家事审
判团队。共计10个专业团队。该院入额法官
共 42 人，分布在民商事上的入额法官 34 人，
该34人10人承担专业团队，定向分案；其余
24人是普通团队，随机分案。

三是明确办案系数。团队性质和数量定好
后，必须确定专业团队和普通团队之间的办案
系数。对较难、较易和纳入随机分案的普通案
件三者之间的办案系数进行了区分，根据上述
案件的平均年度受理数量，除以各自团队的法
官数量，结合法官的年度办案饱和度得出。整
个办案系数的确定，简洁、高效，且得到一致
认可。由此，确定了处理5类较难案件的专业
团队，每年结案不能少于110件；处理电信、
物业纠纷等简单案件的分调裁团队，每年结案
不能低于1100件；其他普通团队，每年结案
不能低于210件。三类团队之间的系数比例为
1:1.9:10。系数确定后，所有团队全部由法官
直选，无人选择的团队由院里结合法官原审理
案件情况、各自专业特长等予以指定。

四是分案技术支持。立案庭根据专业团
队、普通团队的分工，结合普通法官 100%、
院长10%、入额的其他院领导35%、庭长65%
的办案比例要求，将专业团队办理的案件，定
向分立给专业团队审理；对普通团队办理的案
件，根据办理民商事普通案件法官的姓氏笔画
随机分立，不准任何人选案、要案。传统的庭室
概念被打破，案件不再到庭，而是直接分立到法
官个人，所有法官均是个人办案，办案类型除专
业类案件外，均随机分立。为保持法官工作量
的均衡，确保分案公平，规定一次立案，最多不
能分立给一个法官超过5件成批案件。专业团队若因案件本身少而完不成年度
最低结案数量的，由立案庭按上述办案系数比例从普通案件中补足。

五是设定绩效考评。制定了绩效考核办法，通过绩效考核，保障分案机制
运行。按照6:2:1:1的权重比例，重点考核办案数量，同时兼顾质量、效果和调
研工作情况。办案数量的考核，严格按照专业团队和普通团队之间确定的系数
进行，少办一件、多办一件案件，均会体现在考核结果上。同时，鼓励在完成
本团队办案数量基础上，多办案，跨团队办案，会有相应的加分。

六是法官全程参与。在推行“小定向”“大随机”分案过程中，法官全程
参与，每一个环节均尊重法官的意愿和选择。例如，确定哪些案件为较难处
理，哪些案件为较容易处理的案件，尊重了法官意愿；确定专业团队和普通团
队之间的系数比例，经过了全体法官同意；组建团队时，法官可以自主选择专
业团队还是普通团队，可以选择书记员、助理，团队组建自愿结合，一次性成
功率达97%；工作磨合中，法官也可以申请对辅助人员进行调整；确定绩效考
核时，征求了法官的意见，并根据法官意见，进行了调整。正是由于法官的全
程参与，才使得“小定向”“大随机”分案机制高效、顺畅运行。该院已连续
3年收结案件数量、法官人均办案数量在济南市名列前茅，各项审判指标走在
全市前列。

7月11日，北京大到暴雨，而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的执
行步伐并没有停下。他们驱车来到朝
阳区黑庄户乡双树村，对拖欠多名工
人工资的北京全峰快递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全峰快递公司） 进行强制
执行，查封了该公司 44 辆运输车辆
及一套快递自动分拣设备。

2017 年 11 月至今年 1 月间，北
京二中院先后收到 11 件被执行人均
为全峰快递公司的执行案件，案件涉

及标的额共计7000万余元。收案后，
执行法官多次与该公司联系，并采取
限制措施，其法定代表人均拒不到庭
接受询问，亦未申报财产，故决定对其
经营场所及公司财产进行查封。

图①：执行法官冒雨查看执行现场。
图②：执行法官查封被执行人车辆。
图③：执行法官查封被执行人快

递自动分拣设备。
图④：执行法官搜查被执行人办

公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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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河南省灵宝市人民法院法官来到固泰养老公寓送达民事调解
书。一起离婚纠纷案中，原被告双方争执不断。法官采取面对面交流、背靠背
劝导的方式，逐渐缓和双方当事人敌对情绪，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和平分手。图
为法官送达调解书并就调解书内容作解答。 刘赞芳 席 静 摄

本报讯 7 月11 日上午，广东省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
社会通报全国首例共享单车破产案“小
鸣单车”的经营者广州悦骑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破产案的最新进展情况。广州中
院副院长吴筱萍向媒体通报了该院裁定
受理“小鸣单车”破产案以来的工作开展
情况，并详细介绍了该案的主要特点和
创新审理举措。

2017年底，“小鸣单车”开始出现大
量用户押金不能及时退还的问题，部分
用户据此向广州中院提出对悦骑公司进
行破产清算的申请。2018年3月27日，
该院正式裁定受理了此案。至此，“小鸣
单车”正式进入破产程序，涉案押金总额
高达8亿元。

吴筱萍在发布会上介绍，“小鸣单

车”破产案涉及债权人众多，且涉及面
广。悦骑公司的债权人包括用户、供应
商、员工三大类，这些债权人散布在全国
十几个大中城市。截至 2018 年 6 月 27
日，“小鸣单车”用户有效申报的债权共
计118881件，债权金额5540万余元。

经过管理人前期摸查，目前悦骑公
司账户上仅剩 35 万余元，且其主要财
产是散落于各个城市街头的共享单车，
因过于分散而造成回收成本高，处置难
度大。

针对该案特点，广州中院创新审理
举措，多措并举，最大程度地保护广大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秩序。

一是指导管理人科学高效运作。在
裁定受理“小鸣单车”破产案后，指导管

理人聘请了计算机技术、软件开发、大数
据研究等多个领域的技术专家加盟，通
过来自不同领域专家的全方位合作、优
势互补，有效提升了管理人在互联网企
业的病因诊断、技术解决、资源整合等方
面的重要作用。此外，该院还指导管理
人开设“小鸣单车破产工作信息”公众
号，作为“小鸣单车”破产案的信息披露
平台。该公众号设有“法律文书”“工作
动态”“疑问解答”“管理人公告”等信息
模块，最大程度上满足用户需求。

二是设计小程序，便捷债权申报。
为了方便广大用户快捷申报债权，降低
债权申报成本，广州中院在全国首开先
河，聘请技术人员专门开发了债权申报
小程序，全国各地的用户可以直接通过
小程序申报债权方便了债权申报，提高

了申报效率。
三是创新债权人会议召开方式。在

今年7月10日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过程
中，广州中院首次采取了“现场+网
络”相结合的方式，从众多用户债权人
中随机抽选 22 个代表到现场参会，其
余债权人通过微信平台同步参加网络债
权人会议。

“‘小鸣单车’破产虽然对新生的
共享经济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企
业破产并不意味着可以逃废债务，相反
破产制度是一把打击非法逃债的利
器。”广州中院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庭长
周焕然表示。

据了解，管理人在调查中发现，悦骑
公司与其他公司存在以明显不合理的价
格进行交易的行为。为维护广大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广州中院依法受理了管理
人提起的衍生诉请。目前该衍生诉讼案
件正在审理当中，广州中院已对关联交
易方采取了相应的保全措施。另外，法
院还在今年5月10日对掌握公司关键信
息的企业高管作出了限制出境的决定。

（甘尚钊 彭 勇 郭一鸣）

广州中院通报全国首例共享单车破产案
“小鸣单车”用户有效债权118881件 债权金额5540万余元

我在法庭当法官
王根清

我 的 法 院 生 活 是 从 法 庭 开 始
的。1990 年，我从华东政法学院毕
业，被分配到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
院，第一站便被派到了当时的贺村
人民法庭。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工
作经历有近一半时间是在人民法庭
度过的。

记得我第一天到贺村法庭报到
时，发现法庭的工作环境与读书时
想象得很不一样，这里的法庭与当
时的贺村区委一起办公，没有庄严
的审判庭，只有三个房间，里面住
人外面办公。庭长办公室的墙壁上
挂有一只斗大的国徽，就是审判场
所了。法庭干警每人购买一辆自行
车，以供外出办案；法官办案时经
常要到案件发生地进行调查和取
证，当时没有什么当事人举证之
说，处在“律师动嘴，法官跑腿”
的年代。我们也经常到村办公室开
庭或调解，也就是巡回办案了。记
得有一次，我和另一名书记员骑了
辆自行车、带了三件案件到乡镇巡
回办案，晚上还是在原上王乡金丰
湾村的一名村民家中过的夜。

1991 年 9 月，我调到淤头人民
法庭。令我惊诧的是，淤头法庭更
是简陋。这是一座临江而建的灰土
砖瓦结构平房，墙面上斑驳的石灰
痕下依稀看得见文革时期留下的标
语；走进法庭仰望屋顶，可从几块
破碎的瓦片缝隙窥到天空；连大门
门板也是破破烂烂的。平时吃饭就
是到边上的财税所搭伙。法庭甚至
连自来水或水井也没有，用水时要
到法庭前面的河里拎水。唯有法庭
门口挂的牌匾和仓库改成审判庭后
上方挂的国徽能让人有肃穆感。

条 件 是 艰 苦 的 ， 工 作 是 充 实
的。当年法庭不但办民商事案件和
刑事自诉案件，还参与执行，一年
一百多件案件，最多的是离婚案。

据同事老周讲，在我们这些大学生
进法院之前，离婚案件没有几件拿
来判决的，一般都是调解或撤诉结
案，那时的调解率达到 95%以上。
由于要多次做工作，往往处理一件
案件要经历的时间很长，经过反反
复复调解不成的，怎么也得三四年
才能判决离婚结案。

1994 年 3 月，我离开淤头法庭
又回到了贺村法庭，之后又辗转到
院机关办案。2004 年 3 月，我又一
次到法庭工作，任峡口人民法庭庭
长。期间法庭的硬件设施进行了多
次改善，法庭的建设也一步一个台
阶。淤头法庭后来建成了一座花园
式法庭，拥有办公楼和审判庭，院
子里种上各种漂亮的花草；贺村法
庭离开了村区委后，两次再建，最
近一次扩建后比原院机关规模还
大，引来浙闽赣三省许多同仁参
观。交通工具也极大地改变了，原
来的自行车、三轮摩托车退出了历

史舞台，变成了一辆辆面包车、轿
车；案件数量也由原来法庭一年办结
一百多件到有的法庭年结案近千件。

可以说，我亲身感受到改革开放
带来的巨变。如今，峡口人民法庭已
经是二层办公楼了，法庭的办公设备
也不断现代化，除人手一台电脑并且
与院机关局域网联网外，还建成了远
程电子签章系统，方便当事人及时领
取法律文书。辖区群众的法律意识不
断增强，诉讼案件数量连年增长；法
庭干警的法律素养越来越高，全部达
到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法庭服务大局

意识不断增强，功能不断拓展，协助
当地党委政府建立了司法调解网络，
共同服务于社会和谐；法庭的司法为
民意识不断增强，一站式立案、预约
开庭、巡回审判等有序开展。

人们总说：“人民法庭是人民法院
的缩影”，法庭为辖区群众提供的司法
服务是否到位，并不单纯以收结案多
少来衡量，而应当通过法庭的有效工
作，使矛盾纠纷得以化解、正义得到
弘扬、社会达到和谐。

（作者系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小
额诉讼巡回法庭庭长）

图①：作者在淤头法庭期间的工作照。
图②：峡口法庭老办公楼。
图③：峡口法庭新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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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推进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
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统一审理一审案件

本报讯 （记者 朱 旻 通讯
员 顾建兵） 为深化行政案件集中
管辖改革工作，从7月1日起，江苏
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开
始集中管辖南通全市基层法院受理
的一审行政案件 （环境类、知识产
权类行政案件除外）。由此，南通法
院行政案件审判工作开启了新的格
局。

之前全市有五家基层法院为相对
集中管辖法院，暴露出行政审判权分

散、行政案件总量低位分散、裁判尺
度不统一、应诉不便等问题。为了有
效解决上述问题，南通市中级人民法
院决定将全市基层法院受理的一审行
政案件全部指定由南通经济技术开发
区法院集中管辖。对此前已立案受理
尚未审结的一审行政案件由原受理法
院继续审理，对此后经二审程序或审
判监督程序发回重审、指令继续审
理、指令立案的案件，则由南通经济
技术开发区法院受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