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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家事审判工作，关键在于构建
一支专业化的审判团队。2016年6月15
日，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成立了以院
长任组长，分管副院长任副组长，相关
业务庭庭长为成员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
作机制改革领导小组，制定下发《杭州
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
机制改革的实施方案》《杭州市拱墅区
人民法院家事审判、调解工作规程（试
行）》等，明确家事审判的指导思想、
工作目标、组织机构、工作步骤、工作
机制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拱墅法院精
心挑选审判力量，组建包括4名员额法
官、4名法官助理、4名书记员在内的

“4＋4＋4”“老中青”审判团队。团队
里既有经验丰富的老法官，又有思维开
阔的年轻人，确保审判团队在工作中更
能因案施策，获得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
会效果。

同时，拱墅法院深刻认识到，家庭
是社会发展、民族繁荣的基石，家事审
判工作不能只依赖法院一家单打独斗。

2016年6月和2018年3月，在拱墅法院
的推动下，拱墅区先后两次召开全区家
事案件多元化解工作联席会议。拱墅区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炜要求区各部
门加强部门联动，共同助推，从多元化
解、保障权益、执法普法、区域和谐等
方面持续探索，形成合力。同时，区委
牵头组建了包含区综治办、区法院等
10 家单位在内的家事案件多元化纠纷
解决机制领导小组，并制定出台《关于
在家事审判工作中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的实施意见》，建立起“党委领
导、政府支持、人大监督、法院推动、
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家事案件多元
化解工作机制。

拱墅法院还与公安、妇联合作，建
立家庭暴力的预防、协调、处理制度；
与司法、民政、妇联、街道、社区等单
位联合，成立家事调解委员会，动员社
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家事纠纷的化
解工作，探索社会调处与司法审判有效
结合的新路径。

杭州拱墅：做好家事审判 促进家庭和谐
本报记者 余建华 本报通讯员 宋朵云 姚高峰

2016年6月以来，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实践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引导
进入诉前调解的家事案件1176件，调解成功474件；进入诉讼程序的家事案件1099件，调解成功792件。拱墅区法
院家事审判改革举措有力地维护了家庭和谐，保障了未成年人、妇女和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

强化内外联动

选聘特邀调解员

创新审判方式

2017年盛夏的一天，年近八旬的当事
人张大爷来到拱墅法院家事审判处理中
心：“法官，我要起诉自己的儿子小平和小
波，我要和他们分割老伴留下的遗产。”

了解到这件法定继承纠纷案件背后
的来龙去脉后，拱墅法院民一庭庭长陈
颖浚从法理上为父子三人剖析了遗产继
承顺序和分别的份额；特邀调解员王永
华则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劝导父子
三人应珍惜亲情，和睦相处，共同协商以
解决纠纷。经过三小时的调解，张氏父
子三人终于就案涉房产的继承问题达成
调解协议，一家人握手言和。

拱墅法院积极探索完善家事案件调
解前置制度，选聘了 11 名政治立场坚
定、身体素质良好、法律功底扎实的退休
干部和企事业员工作为家事案件特邀调
解员，和家事法官一起对家事案件进行
诉前调解。

拱墅法院诉调中心主任戴珍对家事
调解工作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我们通过
金牌调解员调解、街道社区调解以及上

门调解，发动社会力量做好家事案件调
解工作。只有法院、家庭和社会各方力
量共同参与，多元化解，才能使家庭这一
社会的细胞和谐稳定。”

2016年11月初，拱墅法院家事审判
处理中心来了一位八十多岁的当事人甘
某。甘某与韩某系夫妻关系，双方于
2014年初登记结婚，婚后双方便签订财
产协议，约定一方死亡后，财产归另一方
继承。2014年 11月，韩某死亡，甘某与
韩某的父母、儿子因韩某留下的一套回
迁安置房屋及相应过渡费用的继承问题
产生争议。

审理中，法官发现本案的核心证据
系原告与韩某签订的财产协议，该协议
的性质为共同遗嘱。但我国继承法目前
尚未对共同遗嘱作出明确规定。考虑到
此案的特殊性，拱墅法院专门邀请来自
区妇联的特邀调解员共同参与本案调解
工作。通过法官和特邀调解员耐心地与
当事人沟通交流，并对其进行心理疏导，
最终促成了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建立特殊保护
周某云和周某纯系母女关系。周某

云于 2016年 11月 12日向拱墅法院申请
人身保护令，称周某纯因家庭房产纠纷，
多次骚扰自己，使自身人身安全及正常
生活受到影响，故请求法院禁止其骚扰
行为。拱墅法院认为，周某云的申请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
十七条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件，依

法裁定禁止周某纯对周某云实施骚扰行
为。

这是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拱墅法院
受理的第一起申请人身保护令的案件，
也是杭州市第一起对老年人合法权益进
行特殊保护的案件。

江某某与张某系夫妻关系，张某曾
多次报警称被江某某殴打。2015年9月

为便利当事人诉讼、提高司法审
判效率，拱墅法院按照“互联网+”审
判和调解的新思维，充分利用大数据、
云计算等信息化手段，探索构建网上
家事法庭和家事调解中心为一体的网
络平台，为当事人提供全新的在线纠
纷解决方式。

张某起诉要求与长期分居的李某
离婚。但双方当事人均居住在国外，
且分属不同的国家，按传统方式送达
诉讼文书需耗时 6个月以上。家事法
官在与双方当事人取得联系后，决定
通过数字法庭和QQ语音视频工具远
程视频审理案件，并顺利审结此案。

拱墅法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对
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到庭参加诉讼的当
事人，利用远程视频系统平台处理家
事纠纷，极大地方便了当事人的诉讼
活动，缩短办案周期，提高办案效率。

为体现家事审判人性化特色，拱
墅法院设立专门的家事审判区，设置

圆桌家事审判法庭、沙发式家事调解
室，布置家风文化墙。同时，为尚有
和好可能的当事人设置冷静期，缓和
家事案件当事人的对立情绪，防止当
事人因一时冲动而轻易解除婚姻，也
给予愿意悔改的过错方挽救婚姻的
机会，促进家事纠纷平和化解。

2016 年 8 月，原告高某提起诉讼
要求与被告王某离婚，要求婚生子王
某某由被告王某抚养，高某按月给付
抚养费500元。而王某表示不同意离
婚。

家事法官经庭前调解，得知双方
矛盾较小，感情尚存，还有和好可能，
只是年龄较轻，责任意识较弱。在征
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家事法官设置
了为期三个月的冷静期。在此期间，
家事法官分别对两人展开调解工
作。冷静期满后，王某主动将已经分
居的高某接回家，双方感情明显好
转，本案最终调解结案。

16 日，张某起诉要求与江某某离婚。
10月26日，张某向拱墅法院申请人身
保护令，拱墅法院作出裁定，禁止江某
某辱骂、殴打张某，妨碍其正常生活。
11月27日，江某某再次殴打张某致其
轻伤，拱墅法院依法以故意伤害罪判
处江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

这是一起在婚内殴打致伤并被处
以刑事责任的典型案件，也是反家庭
暴力法实施后浙江省第一起因违反人
身安全保护令而被判处刑罚的案件。
截至 2018年 4月，拱墅法院共依法为
4名申请人发放4份人身保护令，有效

保护了弱势群体利益，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

此外，拱墅法院还积极探索建立
未成年人诉讼监护人和社会观护制
度，建立未成年人抚养事项告知书制
度，加大对家庭暴力等侵权行为的惩
治力度，依法对未成年人、妇女、老人
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进行特殊保
护。拱墅法院院长王美芳表示，拱墅
法院将进一步加强家事审判专业队伍
建设、理顺家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深
化家事审判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司法
宣传力度。

引入心理疏导
妇联作为群团组织，在婚姻家庭

纠纷调解中具有独特的优势。拱墅法
院积极主动与各级妇联组织沟通协
作，先后配合省、市两级妇联领导做好
家事审判调研工作，与区妇联联合出
台了《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杭州市
拱墅区妇女联合会关于建立家事纠纷
多元化解工作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
联席会议制度、信息通报机制、特邀调
解员名册制度、家事纠纷审判制度、家
事纠纷诉调对接机制、家事纠纷心理
疏导介入机制、反家暴联动工作机制
和工作宣传交流机制等八大制度。

同时，拱墅法院与区妇联携手建立
了家事信息员和调解员队伍，将热爱妇
女儿童事业、有爱心和责任心、善于进
行心理疏导和情感沟通、有一定法律专
业知识的人士组织起来，充分发挥妇联
组织在维护家庭和谐关系、保障弱势群
体合法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

此外，拱墅法院利用拱墅区为全
国十三个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联系

点之一的优势，加强家事法官心理教
育培训工作，将心理咨询融入家事审
判工作之中。拱墅法院积极建立心理
咨询室，培养了五名家事法官先后取
得国家心理咨询师证书，并选聘两名
心理咨询师对需要心理矫治的当事人
进行心理疏导，获得当事人的一致好
评。

2018年 4月 19日，唐某诉夏某某
离婚一案在家事审判处理中心进行调
解。两名心理咨询师对当事人进行了
心理测评和人格特征分析，并出具了
一份详细的家事调查报告。这份报告
包含了当事人和关系人的基本信息、
个人成长史、人格特征、身心状况、婚
姻家庭状况、情感经历、家庭关系、家
庭纠纷原因、共同财产、债权债务等内
容，并得出了这样的评估结果：双方三
观差异大，男方幸福感低于女方。根
据这份详尽的报告，以及当事人的诉
求，家事法官现场对双方展开调解，促
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盛方奇 制图

强化内外联动

拱墅法院对内组建专业化的“4＋4＋4”“老中
青”审判团队，对外建立起“党委领导、政府支
持、人大监督、法院推动、部门联动、社会参与”
的家事案件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强化内外联动，探
索社会调处与司法审判有效结合的新路径

拱墅法院积极探索人身保护令制度、未成年人
诉讼监护人和社会观护制度、未成年人抚养事项告
知书制度等，加大对家庭暴力等侵权行为的惩治力
度，依法对未成年人、妇女、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合
法权益进行特殊保护

建立特殊保护

为便利当事人诉讼、提高司法审判效率，拱墅
法院在家事审判工作中加入在线纠纷解决方式、圆
桌家事审判法庭、沙发式家事调解室、冷静期等，
为当事人提供人性化服务

创新审判方式

选聘特邀调解员

拱墅法院积极探索完善家事案件调解前置制
度，选聘了11名政治立场坚定、身体素质良好、法
律功底扎实的退休干部和企事业员工作为家事案件
特邀调解员，和家事法官一起对家事案件进行诉前
调解

拱墅法院与妇联组织、心理咨询师展开合作，
将心理咨询融入家事审判工作之中，对需要心理矫
治的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的同时，也对维护家庭和
谐关系、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引入心理疏导

申请人武汉市硚口区栋梁铝材经营部申请宣告票据无效一案，本
院受理后依法于2018年4月25日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在2018
年7月11日前申报权利。现公示催告期间已满，无人向本院提出申报。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五十二条规定，判
决如下：一、出票人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收款人为
南京医药湖北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汉口银行水果湖支行、票号为
31300051 44761088、出票金额为568708.31元、出票日期为2017年10
月31日、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4月30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二、自本判决
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
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津金轮自行车集团有限公司丢失 1 张票号为
10300052/26568133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已受
理。本院于2018年5月10日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在60日内申报
权利，现公告期间届满无人申报权利，申请人申请除权判决，故本院依
法作出（2018）津0114民催3号判决。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1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安徽天大铜业有限公司
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 1 份（汇票号码：
40200051/25485110，出票金额为100000元，付款行浙江上虞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道墟支行，出票人为浙江聚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绍兴市上虞缤纷化工有限公司，经背书，该票据最后持有
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2017年8月23日），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8年7月23日判决：一、宣
告申请人安徽天大铜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为 40200051/
25485110、出票金额为100000元，付款行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道墟支行，出票人为浙江聚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绍兴市上虞缤纷化工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7年8月23日的银
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安徽天大铜业有限
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谢俊强因其持有的湖南宁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
具的股金证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该票据记载：股东名称：谢俊强；股金证编号：0000020315；持股数量：
1545600。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湖南]宁乡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四方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山东四方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10200052/
26501634、票面金额为200000元、出票日期2018年1月19日、汇票到
期日2018年7月19日、出票人江苏国泰亿达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无
锡市亿恒纺织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
行营业部、持票人为申请人。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龙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为
00100041 22462744，票面金额为伍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18年5
月 2 日，申请人为龙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账号为
77480188000007524，收款人为平湖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本院依法受理的现代（邯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代（邯郸）物流
港开发有限公司、现代（邯郸）置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原公告定于
2018年8月8日分别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现予以推迟。具体召开时
间将会提前15日另行公告告知。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湖州雀联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7年11月23日裁定受理长兴雀立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同曰指定浙江兴长律师事务所担任长兴雀立新型
建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的管理人。2018年7月23日，本院根
据长兴雀立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对长兴雀立新型建材
有限公司进行重整。 [浙江]长兴县人民法院

福州文豪鞋业有限公司、李文忠、郭英魁：本院对申请人
林葆定与被申请人福州文豪鞋业有限公司及第三人李文忠、
第三人郭英魁申请公司清算一案已依法裁定。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7)闽01强清8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
止裁定的执行。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杭州宝玺钢铁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12
月29日裁定受理债务人杭州永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
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指定浙江国圣律师事务所担任杭州永
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杭州永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杭州永业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清算组（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249号联强大厦A座
15楼，邮政编码：310012；联系人：袁樟盛；联系电话：15700060771）申报
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不按规定申报债权的，不能在强制清算程序中行使权利。杭
州永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快向杭州永
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杭州永业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经理、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应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15日内向杭州永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清算组移交公司财产、印
章、账簿、文书档案、证照等资料。 [浙江]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郑国平的申请于2018年5月7日裁定受理浙江京泰水
工业设备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6月4日指定台州中衡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浙江京泰水工业设备有限公司清算组。浙江
京泰水工业设备有限公司债权人应在2018年9月10日前，向清算组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经济开发区纬二路19号113室；联系电话：
0576-89060353、13456485018）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是否系连带债权，并提交有交证明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依法处理。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京泰水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快向浙江京泰水工业设备有限公
司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浙江]温岭市人民法院

上海森冬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姚森峰、张冬华、姚正晖、金瑞妹、姚守

云、上海创方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联鼎房地产有限公司、雷晶、陈诗强、
叶妍文：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山石化支行,宁波
峰湖安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
人宁波峰湖安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申请变更其为（2015）金执字第
2237、2239号、（2016）沪0116执4725、2726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
本院经审查支持申请人的申请，作出（2018）沪0116执异66-69号执行
裁定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述执行裁定书，同时一并向你们送达
异议审查中寄出的申请书副本、证据副本、受理通知书及传票等法律文
书。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执行裁判庭领取上述执行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马胜德：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诉马胜德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
执行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6）津0104民初5367号民事判决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津0104执3170号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财产申报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期满后，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庞昊：本院受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诉庞昊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申请执行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7）津0104民初884号民事
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津0104执3171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
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王淑兰：本院受理的王海燕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未履行（2008）港民初字第1209号民事调解书，本院依法裁定拍
卖你名下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胜利街三春里54-1-404房产。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裁定书，你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大港）

江虹、天津世凯房地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陈策诉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陈策申请执行（2017）津0104民
初2726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津0104执
3189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
告期满后即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
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鲁轩帼、赵芳：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新疆天康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与
被执行人鲁轩帼、赵芳执行一案，（2017）新0104民初851号民事判决书已

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于2017年11月24日申请执行，本院依法对被执行
人鲁轩帼、赵芳名下位于库尔勒市萨依巴格辖区北山路驿站巷福宇花园1
栋1层门面5(房产证号：2014137876)房产进行评估，并对上述房产进行拍
卖，以偿还债务。经法院委托新疆华远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房屋进行价
格评估，评估价为房产价值1184398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新华远（估）字
2018第00296号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和（2017）新0104执3226号执
行裁定书、拍卖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
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
出异议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

张英：本院在执行昆明市五华区和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
张英、闻春伟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云南省洱源县
人民法院（2018）云2930执180号案件执行通知书及须知、报告财产
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执行局办公
室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云南]洱源县人民法院

王勇：本院受理申请人周树荣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云0722执201号执行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报告
财产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缴款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到永胜县人民法院执
行局自动履行（2017)云0722民初字第384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
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云南]永胜县人民法院

唐天国：本院受理沈丽梅与你婚姻家庭纠纷执行一案，申请人沈丽梅
申请执行(2012)永民初字第442号民事调解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云0722执恢38号执行通知书(内容：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抚养费
18000元及执行费170元)及相关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云南]永胜县人民法院

唐天国：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沈丽梅与你婚姻家庭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云0722执恢37号执行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报
告财产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到永胜县人民法院执行局自动履行
(2012)永民初字第442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 [云南]永胜县人民法院

谭克明：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陈家优与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云3102执506号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令你自公告期满后10日内，主动报告财
产，并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处置
抵押财产，并将你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云南]瑞丽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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