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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短评

观点

强化多元纠纷解决 提升刑事审判质效
王 帅

在刑事诉讼领域推进刑事和解与刑事调解制度，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或者调解协议，有利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确保多元力量的充分参与，使得专
业法官与多元主体发挥各自的优势，确保纠纷与冲突得到更好的化解，切实提
高刑事审判质效。

法治时评 ▷▷

微言大义

短视频侵权，平台不能当“甩锅侠”
杨玉龙

“家政入大学”需破除职业偏见

近日，教育部鼓励高校开设家政专
业的消息引发社会热议。有数据显示，
2017年我国家政服务从业人员近3000万
人，市场规模约1.6万亿元。家政服务业虽
然市场规模1万多亿，且还在持续增长中，
近几年，中国家政服务行业年均增长速度
保持在 20%左右。但家政市场却存在“量
高质低”等现象，家政人员素质良莠不
齐，成了家政市场发展的最大短板。

近年来，相继有一些高校开设家政
专业，比如早在 2013 年，家政学专业就
出现在湖南女子学院新增设的本科专业
里，当时还是教育部首次批准的特设专
业，也是中西部地区第一个家政学本科
专业。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
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中也提
到要提高家政从业人员素质，包括支持
院校增设一批家政服务相关专业。

家政设立本科专业的质疑反映出人
们对某些行业的偏见。在传统观念中，保
姆似乎就低人一等，而大学生本应是“天
之骄子”，“天之骄子”和保姆似乎难以画
等号。实际上，家政行业是一个很考验从
业者综合素质的行业，设立家政专业，符
合市场需求。

当然，目前来看，家政学专业培养出
来的学生很少有从事家政实务的，不少
都是从事家政企业管理和家政教育，或是
培养家政从业人员。要能真正吸引更多优
秀人才进入家政行业，要破除职业偏见，
就需要让家政服务从业人员能够收获应
有的尊严，让他们的工作能够体现应有的
劳动价值，要保护好他们的各项合法权
益，要让他们前面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让
更多高校开设家政专业，增强家政专业

“含金量”，才能让家政行业更好满足市
场需求，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服务，从而
促进家政行业健康发展。——戴先任

为“文明”立法引领文明风尚

经过一年多的调研起草和三次审
议，近日，《河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经省人大审议通过，
将于 9 月 1 日起施行。《条例》以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为主
线，聚焦了环境、交通、乡风、社区等方面
的社会热点，从公共秩序、公共环境、公
共交通、乡村文明、社区文明、旅游文明、
网络文明、就医文明、职业文明、家风文
明、个人生活文明等11个方面，明确规定
了公民应当遵守的文明行为基本规范。

文明礼仪，强调的是“尊重为本”。礼
仪本质上是律己、敬人的一种行为规范，
是表现对他人尊重和理解的过程和手
段。河北省出台的《条例》规定不仅可以
提高个人素质，外塑城市形象，而且更能
够润滑和改善人际关系。

讲文明、用礼仪，不仅是弘扬民族文
化、展示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而且是现
代文明社会的通行法则。随着社会的发
展和进步，人们的精神需求层次和自我
认知价值的越来越高，就越来越希望得
到理解、受到尊重。毫无疑问，在当前的
形势下，礼仪已不是个别行业、个别社会
层次的需求，而是全民所需。对人们日常
生活中不太意识到的问题，通过立法的
形式加以规范，养成文明习惯，也是提升
城市文明度的重要内容。

文明习惯的养成，既需要正面提倡
引导，也需要对不文明行为进行有效的
规制。《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河北省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进入法治保障的新阶段，
有了向不文明行为说“不”的法律武器，
将有利于提高公民文明素质、促进文明
行为、引领文明风尚。

——胡建兵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在民
事审判、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中适
用，是基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纠
纷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提出的应对
方案。在刑事审判领域，它通过刑事
和解与刑事调解发挥作用。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在 《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
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中的规定，对
于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可以和解或者
调解的公诉案件、自诉案件、刑事附
带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与公安机
关、检察机关建立刑事和解、刑事诉
讼中的调解对接工作机制，可以邀请
基层组织、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解
员，以及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者同事、
亲友等参与调解，促成双方当事人达
成和解或者调解协议。

犯罪的本质是纠纷与冲突最激烈
的表现形式。为了确保社会稳定有序
的发展，我们必须要考虑如何进行有效
的犯罪治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
不仅要关注犯罪现象，更要关注到犯罪
背后的纠纷与冲突，剖析诱发纠纷与冲
突的各种因素。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各
种治理技术的综合运用，弥合纠纷与冲
突，从根本上消除诱发犯罪的因素，最
终实现有效的犯罪预防。

准确把握刑事审判的功能是提高
质效的关键。鉴于犯罪原因的复杂
性，犯罪治理也是一个多元技术综合
起来的体系。刑事审判在控辩双方充
分举证、质证和辩论的基础上，居于
中立地位，发现案件事实，准确适用
法律，实现定分止争。

刑事审判的质效提升，包括质量

的提升，也包括效率的提升。质量的提
升要求刑事审判的功能必须要全面、充
分的实现，效率的提升则要求刑事审判
的功能必须迅速、快捷地实现。从诉讼
视角看刑事审判的定分止争，它更加侧
重去发现事实真相，准确适用法律。如
果从犯罪治理的角度看刑事审判的定分
止争，它就必须要关注犯罪的诱因，考
虑如何通过刑事审判消解纠纷与冲突，
避免犯罪人再犯和被害人报复。刑事审
判功能要发挥好社会治理功能，固然要
关注它作为诉讼视角的一面，但更需要
关注自身作为犯罪治理的一面，从而实
现有效的犯罪治理。

在刑事审判工作中深化多元化纠纷
解决机制的改革，推进刑事和解与刑事
调解制度，正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相关功
能，实现质效的提高。具体可以通过以
下两点实现：第一，充分发掘纠纷和冲
突的诱因，真正通过审判实现纠纷的化
解和关系的修复。第二，通过优化资源
配置，确保多元力量的充分参与，使得
专业法官与多元主体发挥各自的优势，
确保纠纷与冲突得到更好的化解。

首先，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
改革，推进刑事和解与刑事调解制度，
可以充分发掘纠纷与冲突的诱因，真正
实现纠纷的化解和关系的修复。

刑事和解与刑事调解的优势，就是可
以透过已经发生的犯罪，去寻找和修复被

破坏的社会关系。通过促成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合意，真正实现对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的教育，促使他以更加主
动的姿态参与到社会关系的修复中，有效
预防被告人再犯。对被害人而言，在得到
物质赔偿的同时，也能通过有效参与程
序，亲身感受刑法正义的彰显，感受到犯
罪人的悔罪，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抚慰。对
于整个社会而言，法治带上了温情与关怀
的色彩，纠纷与冲突的弥合也进一步强化
了社会交往和合作，公众的安全感与凝聚
力、法治的权威将得到提升。

其次，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
改革，推进刑事和解与刑事调解制度，
也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
不同主体的相对优势，确保纠纷与冲突
得到更好的化解。

资源优化配置的精髓，就在于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实现更加细化的分工。
具体而言，就是根据案件属性、纠纷属
性、治理需求的差异性，对应不同的主
体，设置不同的应对方案，使刑事审判技
术更加多元化与系统化，切实实现刑事
审判质效的提高。在很多由民间矛盾引
发的纠纷中，专业法官并不必然能够在
有限的审判期限内充分发掘纠纷的诱
因，也难以提供有效的纠纷化解方案，更
加难以促成相关人员达成真正的合意。
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借助群众的力
量，发挥群众优势。《意见》中明确指出，

人民法院可以邀请基层组织、特邀
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以及当事人
所在单位或者同事、亲友等参与调
解，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或者
调解协议。应当认识到，上述组织
与人员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他们更
加了解纠纷与冲突的诱因，可以帮
助被告人与被害人更加有效地、自
愿地达成合意，真正修复被破坏的
社会关系。同时，社会力量在参与
过程中也对自己形成教育，强化了
法治建设的参与感，使法治精神更
加深入人心。

最后，还需要特别指出，在刑
事诉讼领域推进刑事和解与刑事调
解制度，既符合犯罪治理需求，也
能为当下正在推进的“以审判为中
心”改革提供助力，切实提高刑事
审判质效。

对于民间纠纷，或者轻微刑事
案件，采用刑事和解更有利于修复
社会关系。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或
者社会影响较大的，就应当公开审
判，从而彰显国家坚决打击刑事犯
罪的决心。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实现部分轻微刑事案件达成刑
事和解或刑事调解，无疑可以节约
司法资源，让刑事审判作为诉讼环
节的中心，切实发挥打击刑事犯罪
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价值。

短视频平台唯有增强法律意
识，完善内容审核机制，才不会给侵
权行为提供便利，而自身也才能实
现持续健康发展。

作为目前最受欢迎的互联网产品之
一，短视频市场的用户流量与广告价值
近年来持续爆发，预计 2020 年短视频市
场规模将超 350 亿元。但是，短视频产业
的空前繁荣，也引发了更多与此相关的
侵权纠纷。

毋庸置疑，短视频成为目前最受欢
迎的互联网产品之一。无论是借助短视
频自娱自乐，还是借助短视频“发家致
富”，其中的法律风险不能不防。短视频
侵权就是其中之一。诚如媒体指出，随着
短视频行业的流量和用户不断发展，加
上短视频本身侵权难界定，版权等问题
也逐渐突出。而短视频领域版权问题更

是创作者的心头隐痛。
从版权角度来看，视频或长或短，均

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著作权
是指作者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
技术作品所享有的专有权利，是公民、法
人依法享有的一种民事权利，属于无形
财产权。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又不符合法
律规定的条件，擅自利用受著作权法保
护的作品，就是一种侵权行为。

规避短视频侵权的出现，网民应增
强法律意识。根据著作权法规定，中国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
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一方面应尊
重他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一些视频素材

拿来即用，以免造成侵权之实；另一方面
也应注意自身著作权的保护，发现被侵
权时依法维权最重要，切莫以为不值当、
怕麻烦而一忍了之。

同时，短视频侵权平台不能当“甩锅
侠”。根据侵权责任法，网络服务提供者
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
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
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由此可见，面对短视频侵权现象，短
视频平台不仅不能当“甩锅侠”，且应该立
足于防范短视频侵权。去年国家版权局要
求企业从四个方面提高版权保护意识，就
包括：加强内容版权管理，加强维权管理

完善版权投诉处理机制，加强侵权处
置，加强社会共治。对于短视频平台理
应引起重视，而相关部门约谈机制也彰
显了对短视频侵权行为的整治决心。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的《网络
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明确对短视频
提出了“先审后播”等要求。短视频平
台唯有增强法律意识，完善内容审核
机制，才不会给侵权行为提供便利，而
自身也才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毕竟，
法治社会任何行业企业及个人，都不
能逍遥法外，而短视频领域更不容违
法违规行为的泛滥，须对侵权现象说

“不”。

和谐置家（北京）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郭宋与和谐置

家（北京）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解除原告和被告于 2016年 4月 29日签订的

《怡城花园二期房屋排号单》；2、判令二被告共同返还原告已支付的

排号金100万元及利息；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对接中

心第八法庭开庭审理。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孙鹏兴：本院受理彭程与孙鹏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要

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 367200元及利息；2、要求判令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对

接中心第八法庭开庭审理。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聂朵：本院受理彭程与聂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要求判

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 16 万元及利息；2、要求判令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2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对接中

心第八法庭开庭审理。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中山市今泰空调器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佛山市南海华达

模具塑料有限公司对中山市今泰空调器制造有限公司的强制清

算申请一案，案号为（2015）中中法民二清（算）字第 2号。本院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你须在

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将中山市今泰空调器制造有限公司

所有账册（出纳账册、会计账簿、财务凭证等）、财务报表及涉及公

司财产、债权、债务的重要文件准备齐全，并于 2019年 9月 9日上

午 10时 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向本院提交。同时，本院将在前述时

间地点组织各方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初步审查，以便组成清算组对

中山市今泰空调器制造有限公司进行清算。逾期不提交的，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

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相关当事人将承担相应

的不利法律后果。 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年12月20日，本院根据广东省物资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广东省机电设备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广东省

机电设备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本院认为，符合宣告破产的法定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9年 6月 17日裁定

宣告广东省机电设备公司破产。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年 6 月 14 日，本院根据债务人肃宁县鑫森木业有限责

任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肃宁县鑫森木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查明，肃宁县鑫森木业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 28151664.75

元，负债合计 50491846.68 元，所有者权益合计-22340181.93 元，

资产负债率为 179.36％。本院认为，肃宁县鑫森木业有限责任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宣告

破产的法定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

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9年 4月 23日裁定宣告肃宁县鑫森

木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河北]肃宁县人民法院
2019 年 3 月 5 日，本院根据曹玉梅的申请裁定受理邢台

农山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邢台农山食品有限

公 司 资 产 评 估 值 为 人 民 币 8940495 元 ，负 债 总 额 为

21233930.55 元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破 产 法》第 二 条

之 规 定 ，本 院 于 2019 年 6 月 25 日 裁 定 宣 告 邢 台 农 山 食 品 有

限公司破产。 [河北]邢台县人民法院
现南阳市宛丰化工厂的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具备了法律

要求的终结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

百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裁定终结南阳
市宛丰化工厂破产程序。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裁定受理的开封市银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原定于2019年7月5日上午9时在本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现因

开封市银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建议延期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故本院决定将开封市银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人申报债权

的时间延期至2019年9月27日，债权人可继续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

权（债权申报地址：开封市西环路和大梁路交叉口银地商务广场二期C

座 9 楼 ；联 系 人 ：李 枫 ，电 话 ：15037867558、全 斌 斌 ，电 话 ：

13393716816）。开封市银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延

期至2019年10月1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一号审判庭召开（地址：地

址开封市龙亭区金明大道152号）。 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苏州神宇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已根据查明的资产情况

和负债情况进行清算，现该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第一次分配工作已由管

理人执行完毕，本案已具备终结破产程序的法定条件。同时，管理人已经

对未结清算工作进行了妥善安排，可以终结破产程序。鉴于本案尚遗留

诉讼等其他清算工作，破产程序终结后应当保留管理人继续履行清算职

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第

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7月2日裁定终结苏州神宇重型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根据管理人申请，本院决定无锡市道乐服饰有限公司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决定于2019年8月8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科技法庭（十

一法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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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证明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债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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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9 年 6 月 3 日作出（2019）辽 0211 破申 1 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受理大连泰航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于

2019 年 6 月 4 日指定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担任大连泰航钢结构

工程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大连泰航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债权申报截

止日期为 2019年 8月 15日。债权人应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担保情

况，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申报债权是连带债权的，亦应当说明。在

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进行处理。大连泰航钢

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者交付财产。债权申报地点：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41号新世界名

泷 2210 室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邮编：116001。联系人：朱宁波

18042658335，张秋13147864243。大连泰航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间为2019年8月28日8时30分于本

院第27号法庭召开。 [辽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2018 年 5 月 27 日，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山东驰玖锂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山东驰玖锂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山

东驰玖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

清偿全部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

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9 年 7 月 1 日裁定宣告山东驰玖锂

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 [山东]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审理申请人董伊凡申请对被申请人陕西广太专用车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在审理过程中，债务人陕西广太专用车有限公

司向本院申请重整。本院经审查于2019年6月6日裁定债务人陕西

广太专用车有限公司重整。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审理的四川省金鑫旺盛门业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

指定德阳久鼎清算事务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四川省金鑫旺盛门业有

限公司管理人。四川省金鑫旺盛门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9

年 10月 20日前，向四川省金鑫旺盛门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

址：德阳市旌阳区绵远街一段 487号；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杜清万

18908107696、0838－2226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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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四川省金鑫旺盛门业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四川省金鑫旺盛门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9年10月30日上午9时50分在本院大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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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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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者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四川]德阳市罗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1月28日裁定受理的天津市汇筑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条、第三条之规定，于

2019年7月1日作出（2018）津0104破6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宣告天津市

汇筑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因浙江南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本破产

案件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执行完毕，最后分配也已完结，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请求本院终结浙江南方通

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

二十条第二、三款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6月27日裁定终结浙江南方通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浙江]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年12月17日，本院根据吴林宝的申请裁定受理金华冠华工
艺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本案已发生公告费等破产费用，债

务人金华冠华工艺品有限公司可供清偿的财产为零，债务人的财产已

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金华冠华工艺品有限公司管理人请

求宣告金华冠华工艺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

于2019年6月24日裁定宣告金华冠华工艺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金华

冠华工艺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浙江]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张松岳、华浓芬的申请，于2019年7月1日依法受理

杭州萧山佳友鞋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25862687F，

以下简称“佳友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

所担任管理人。佳友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8月9日前向管理人［通讯

地址：杭州市大关路98号绿地中央广场5号楼8楼；联系人：曾洁，联系电

话：15715772568；联系人：刘依默，联系电话：157571035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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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申报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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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佳友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快

向佳友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9年8月23日下

午14时30分在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第十八法庭（法庭地址：杭州市萧

山区北干街道工人路1079号审判楼三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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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自然人身份证明。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应提交债权人签署的特别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

或执业证。委托代理人系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或

法律服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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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意见》 还从切实做
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各项工作、防范化
解审判执行工作中涉及的重大风险、防
范化解人民法院机关管理工作中的重点
风险等三个方面详细梳理出人民法院在
应对外部挑战、队伍建设、机关管理、
审判执行等工作中面临的二十项突出风
险。

《意见》 最后对人民法院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强调各
级人民法院要强化思想认识，把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工作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加强组织领导，
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建立
健全风险研判、风险评估、风险防控、
风险处置、舆情应对等机制，加强协调
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切实提高
人民法院风险防控和化解能力。各级人
民法院要加强对内设单位和下级法院防
范化解风险工作的督促指导，狠抓落
实，确保各级人民法院和全体干警增强
风险意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取得实
效，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
境。 （袁春湘 龙 立）

⇨⇨上接第一版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研究重

大课题在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全国各地方法
院、法学院校、国家机关、社会研究机
构积极参与，申报课题组数量持续增
长，法院跨地区联合申报、法院与法学
研究机构联合申报课题的情况逐年增
多。今年确定的中标课题组中，绝大多
数为联合课题组，旨在充分汇集各地区
法院调研骨干力量及法学院校理论研究
精英力量，确保课题成果兼具理论创新

价值和实践指导价值。
为确保课题研究质量，提高课题

成果转化水平，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
加强和完善课题管理。课题中标结果
公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将指定课题指
导部门，组织各课题组进行开题论
证，及时指导课题研究思路、重点难
点、成果转化等。按照课题管理规
定，2019 年度课题将于 2020 年 7 月
完成，届时由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组
织结项验收。

(张 音)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2019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中标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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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重庆法院还研发了繁

简分流系统和类案智审平台，通过委
派委托调解分流化解矛盾，通过速裁
快速审理简易案件。在全市基层法院
审理的民事案件中，82%的案件适用
简易程序，其中 65%的案件通过调解
撤诉方式结案，使得纠纷总量大大减
少。

智能精准上求突破，让
群众诉讼由“难”变“易”

通过多元化解纠纷机制，大量矛
盾纠纷化解在了萌芽状态。那么，化
解不了的矛盾纠纷进入法院之后，如
何 让 老 百 姓 的 诉 讼 由 “ 难 ” 变

“易”，也是摆在重庆三级法院面前的
一道必答题。

为此，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研发
开通了“易诉”平台和“重庆易法
院”手机 APP。当事人仅凭一部手
机、登录一个系统，即可“通办”上
至高院、下至基层人民法庭的大部分
诉讼事务，涵盖了网上立案、信访、
调解、拍卖、送达等 100 余项线上服
务功能。2018 年以来，全市法院累
计收到网上立案申请 111579 件，经
审核决定立案 98442 件；共成功接收
网上缴费 34421 件，完成文书电子送
达 72517 次 ， 完 成 网 上 评 估 拍 卖
15119件次。

针对一些山高路陡、水深路远的
边远地区，重庆法院持续打造“庭、
站、点、员”四位一体、覆盖全市乡
镇村组的便民诉讼服务体系，依托该
体系，深入开展巡回审理、就地办
案。2018 年以来，全市法院依托便
民诉讼网络，开展巡回审理、就地办
案 15.5万余件。

为解决异地诉讼难题，重庆三级
法院还依托“全域立案”打造跨域诉
讼服务系统。当事人既可异地申请立
案，也可就近到法院跨域办理诉讼事
务、远程视频庭审。

权益保障上见实效，让
权益实现由“慢”变“快”

官司虽然胜诉了，但如果合法权
益得不到真金白银的兑现，对当事人
而言也不算赢。

为着力解决制约胜诉权益实现的
瓶颈问题，2016 年，重庆高院在全
市三级法院建立民事财产保全中心，
统一办理诉讼前、诉讼中、诉讼后执
行前、仲裁四类保全案件，将审查、
裁定、执行、复议集中在一起，确保
法官精力集中专注于审判，提高案件
审判质量。重庆法院民事财产保全中
心统一启用财产保全案件管理系统，
从保全启动、分案审批、担保验真到
保全实施，各节点无缝衔接、全程留
痕。

据 统 计 ， 2016 年 6 月 以 来 ， 全
市法院共办理民事财产保全案件 14
万余件，保全金额 1900 亿余元。全
市法院诉讼保全平均办案周期缩短
至 5 日，基本实现区县内 2 日、区县
外 3 日、市外 7 日内完成保全；经保
全 的 诉 讼 案 件 审 判 周 期 缩 短 约 10
日。

民事财产保全中心运行后，诉前
财产保全更好地实现了矛盾纠纷的源
头化解。该中心办理诉前保全案件
38139 件，有 9535 件诉前保全案件达
成和解，诉前保全不起诉率为 25%，
有力推动了诉源治理，节约了大量司
法资源，减少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
时间成本。

让百姓省时省
力省钱更省心

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