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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二中院】

通报劳动争议案件审理情况
本报讯 （记者 刘 洋 通讯

员 吴诗翔 曹 阳）4 月 29 日，重庆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该院 2019 年以来审理的劳动
争议类案件情况，分析渝东北地区劳
动争议类案件的主要类型和特点，针
对疫情期间劳动者关注的工资待遇等
问题进行解答，并发布 5起典型案例。

据介绍，2019 年该院共受理劳

动争议类纠纷案件 340 件，较 2018 年
同期增长 79.89%。案件类型主要为
劳动争议、工伤保险待遇、追索劳动
报酬、确认劳动关系等，具体涉及劳
动关系认定、用工主体责任、双倍工
资、经济补偿金及赔偿金、农民工欠
薪等问题。此外，还出现了少量涉
APP 平台用工等新型用工方式引发的
纠纷。

【福建宁化县法院】

集中调解15起农民工工资案
本报讯 近日，福建省宁化县人

民法院立案庭速裁中心集中调解了
15 起农民工工资案件，有效保障了农
民工合法权益。

2019 年，蔡某等 15 名农民工受聘
于陈某，从事其所承建工程的运输施工
工作，双方约定工程结束后一次性付清
劳动报酬。可工程结束后，陈某未向该
15名农民工结算劳务工资，拖欠至今。

蔡某等人遂将陈某起诉至宁化法院，要
求其支付工资共计78.114万元。

速裁庭工作人员在征得双方当事
人同意后，组织双方调解。最终，双方
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陈某于
2020 年 8 月 30 日前一次性支付 15 名
农民工拖欠工资 78.114 万元。双方当
事人当场对调解笔录签名确认，并现
场领取了民事调解书。 （周含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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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群众省心 为审判提速
——江苏镇江法院推进法律文书集约送达纪实

本报记者 朱 旻 本报通讯员 孙彩萍 常文金

【宁夏银川金凤区法院】

试点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

疫情防控期间，线下诉讼活动按
下了“暂停键”，送达程序在整个审判
流程中“卡脖子”现象愈发突出，为解
决这一关键症结，今年 4 月初，江苏省
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集约送达中
心，与中国邮政集团镇江分公司签订
外包服务协议，通过电子送达平台与
法院审判系统数据对接，以“信息跑
路”+“邮政跑腿”，落实法律文书集约
化送达，方便群众诉讼的同时为法官
减负、为审判提速。

织密智能送达网络

集合要素优势，一键智能送达。
镇江法院建立一盘棋送达服务格局，
全市法院将除刑事案件之外的全部送
达事务交由镇江邮政在镇江中院设立
的送达中心集中完成，通过统一服务
流程、统一管理标准、统一考核机制，
改善全市法院以往送达工作发展不平
衡问题。集约中心接收送达项目后，
依次通过电话、短信（闪信）、网络、邮
寄、上门、公告送达的方式进行送达。
在优先送达方式未能送达情况下，系
统会自动转换下一顺位方式送达，直
至穷尽送达方式后，生成送达报告，并
回填办案系统，交送达任务发起人法
官进行效力核定。

同时，镇江法院全方位延伸服务
触角。镇江法院利用邮政网点多、覆

盖广等特点，与邮政打造“法邮平台”，将
文书打印一体机部署在邮政网点，提供
给当事人进行自助文书领取。此外，镇
江法院集约送达中心还将与省内其他地
市法院集中送达中心合作。实现“异地
发起、本地邮寄”新模式，邮寄进度通过
系统实时反馈给异地法官。

全面提升送达效率

繁简分流全面实施以来，镇江法院
70%的案件通过一审简易程序审结，法
官开庭审理、起草文书等事项不到 1 个
工作日即可完成，但庭前送达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少则 2 天，多则需要 2 个月，
一个案件未结，多个案件新收，未结案件
审限预警，这是法官的日常。加之手写
诉讼文书邮寄凭单，当事人人数众多的
案件有时要写上个把小时，卷宗整理、归
档等事务就被耽搁下来，书记员的重复
劳动也占用了不少时间。送达的“顽疾”
亟须破解。

如今在镇江中院，集约送达平台接
受指令智能送达，只要在信息管理系统
中输入当事人手机号码，即可自动生成
送达文书并即时发送，从发送到形成送
达报告，用时不过三五分钟，工作效率大
大提高。据了解，此项服务自 4 月 14 日
正式开通，截至 4 月 24 日，已对 151 件案
件 406 位人员送达 1200 余份法律文书，
电子送达率为 51.72%，电子送达成功率

为 100%。
针对当事人不小心遗漏手机短信或

者故意逃避短信的情况，邮政集团专门
开发了“闪信”技术，在部分当事人对送
达短信因故不点击查阅的情况下，送达
人员将主动转为“闪信”进行送达，通过
锁定当事人手机，让送达内容直接显示
在手机屏幕上，只有点击查看后方可关
闭，让当事人不会遗漏法律文书的送达
且避无可避。

“以前开庭传票能成功邮寄送达的，
快的话要一两天，慢的就要五六天，诉讼
代理人收到传票后，如果发现案件开庭
日期冲突，需要更改开庭，我们就要通知
对方当事人，通常诉讼周期就这样耽搁
下来了。如今实行短信送达，诉讼代理
人能及时收到信息，妥善安排工作，一般
也就能按期参与庭审，案件也能尽快审
理。”速裁组书记员小武如是说。

此外，针对当事人不接受电子送达的
情形，镇江法院借力邮政系统信息流、实
物流优势，在送达中心建立邮政线上送达
组，在镇江四区三辖市建立邮政线下专送
组，实现同城邮件“半日递”，做到“上午发
起、下午送达”全面提升送达效率。

确保信息流转安全

“以前看到法院的警车走乡入户送
达诉讼文书，街坊邻居都看在眼中，议论
纷纷，涉及官司的当事人难免觉得难为

情，现在实行短信送达，诉讼文书相关
信息悄然而至，既安全高效，又避免了
尴尬。”正在立案的王先生说道。诚
然，送达方式的改革带来了便民利民
的效果。

据了解，对于当事人未留电话或
者电话停机等情形，镇江法院依托公
安及三大运营商通信大数据平台，查
询当事人实名制电话号码，开展电子
送达事项。针对查询后的所有号码一
键发送，基本能得到受送达人的反馈，
大幅减少了因被告下落不明而需要由
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案件数量，
缺席判决的案件数量也相应减少。

同时，集中送达中心会即时生成
送达报告。该报告承载了电话送达、
短信送达、邮寄送达、上门送达及公告
送达等各类送达方式的送达时间、送
达过程及佐证材料情况，并自动回填
至办案系统，让审判人员可以对全案
送达过程一目了然，并可作为送达证
据全程留痕。

为保证送达事务外包的安全性，
镇江法院健全制度规范管理，确保信
息流转安全。集约送达中心建立关键
人、关键环节、关键指标安全责任体
系，保证集约送达安全可控。该院还
通过政审流程、党员优先、业务素质
高、签订保密协议等方式加强工作人
员的选任。

本报讯 （记者 王 鑫 通讯员 胡思行）为大力
推行“非接触式”诉讼服务半径，延伸诉讼服务触角，四川
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与该市司法局、市律协分会，在市司
法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及全市所有的律师事务所、法律
服务所设立人民法院“诉讼服务点”。近日，“诉讼服务
点”授牌仪式在该市炳银律师事务所举行。

据了解，“诉讼服务点”以二维码矩阵的形式，集中公
示人民法院线上诉讼服务平台，由律所引导和辅助当事
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办理网上立案、诉讼材料接收、在线
调解、互联网庭审、咨询答疑等诉讼服务，同时，法院与司
法局协作推动特邀调解员倍增计划，确保市域范围所有
律师事务所至少有 1 名律师受聘为特邀调解员。特邀调
解员可以充分利用律师事务所前端及时发现纠纷的有利
时机，有效发挥其在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专业优势
和职业优势。

依托“诉讼服务点”及特邀调解工作机制，法院将
与律所搭建“非诉调解+司法确认”常态化、制度化联
动平台。纠纷进入“诉讼服务点”，首先由律师进行专
业调解、理性化解，再引导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由法
院 赋 予 调 解 协 议 强 制 执 行 效 力 ，增 强 非 诉 调 解 权 威
性，强力助推矛盾纠纷诉源治理，进一步加强基层社
会治理。

截至 4 月底，都江堰法院通过“非接触式”诉讼服务
平台进行网上立案 831 件、网上接收材料 310 件次、电子
送达 3964件次、远程视频开庭 153件、在线法律咨询 10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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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厚卷宗 审执加速度
——浙江松阳法院全力推进无纸化办案
本报记者 余建华 本报通讯员 刘昊鹏 杨淑瑶

在线查阅案件材料，一键生成法律文
书，自动加盖电子签章……今年以来，浙江
省松阳县人民法院全面启动无纸化办案工
作，构建全流程无纸化办案模式，在提高案
件办理效率的同时，努力从源头上节约资
源。截至目前，该院已网上立案1000件，无
纸化办案393件，服务群众1100余人。

网上立案 群众省事

“以前大多是现场立案，疫情期间，
法院给了我们一个更安全便捷的选择。”
松阳君问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菁说，“依照
操作指引我刚刚通过移动微法院为自己
代理的 3个案子申请了网上立案。”

据了解，当事人或代理律师在网上
申请立案并在线上提交相关证据材料
后，立案工作人员便会在立即审核的基
础上，利用 OCR 智能识别技术，自动抓
取案件信息回填生成收案登记表、电子
卷宗至办案平台，并通过一站式服务平
台自动生成案号，同时保存证据原件，健
全法官调阅机制，实现网上立案全流程
在线，服务群众立案不用跑。

细化指引 办案顺畅

“现在开庭！”3 月 24 日，一起民间借

贷案件在松阳法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
理。“请根据流程操作指引，通过屏幕查
阅起诉书！”庭上，承办法官章苏红通过
电脑调取出起诉书、证据材料等扫描件，
并指引当事人即时通过移动端查看相关
材料，实现三方隔空同步查阅。

松阳法院为更直观展现无纸化办
案全流程，结合前期试行经验，总结梳
理共性疑难问题，以“图片展示+文字
释明”形式，进一步细化立案、审理、归
档 3 大环节，分民事、行政、刑事三大类
案件，制作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无纸
化办案操作指引，并配合视频教程，全
景展示民事、行政案件从网上立案、网
上提交证据材料、无纸化庭审、无纸化
签发裁判文书、二维码扫码签收及归档
等 15 个工作步骤。对照办案操作指引，
员额法官、法官助理、司法雇员均能完
成既定无纸化办案任务，促进无纸化办

案全流程顺畅。

技术支撑 隔空庭审

“这起案件适用简易速裁程序，因
被告人羊某远在海南，疫情期间来松
阳开庭既不方便也不安全，因而采用
云视频方式开庭审理。”3 月 18 日，松
阳法院利用云视频方式审理并宣判了
一起开设赌场案件。办案过程中，承办
法官不再直接接触纸质卷宗，而是利
用大量智能化辅助办案手段，提高办
案效率，减少工作量。“庭审结束后，我
们采取线上送达的方式让羊某扫描二
维码在线签收，远隔千里实现三方庭
审。”承办法官沈伟晶说。

为确保无纸化办案工作顺利推
进，松阳法院增设大功率扫描仪、曲面
大屏显示器、电子签字板等无纸化设
备，及时落实云间法庭相关硬件建设，

并通过电子签字板等设备，实现当事
人 100%无纸化签字。截至目前，该院
员额法官、法官助理已全部配备曲面
大屏幕显示器。

联调联动 全面推广

“因为疫情影响，经前期协调，我
们决定将现场签约仪式调整为全部远
程‘云’签约仪式。”松阳法院常务副院
长王心阳说。

松阳法院主动与松阳县域内各大
银行、保险公司、律所等单位开展联
动，通过“云”签约的形式签订《全面推
进无纸化办案合作协议书》。协议明
确，合作各方应通过浙江法院网、移动
微法院等平台在线提交诉讼材料、办
理退费、电子送达等，从诉讼源头上减
少纸质材料，实现全程无纸化。目前，
签约单位已迅速实现 100%网上立案。

同时，松阳法院加大与检察院、司
法局等单位的协作，推进政法一体化
协同办公系统应用，通过一体化系统
流转文书、证据，送达执行通知书等。
从 4 月开始，该院实现刑事“四类案
件”即交通肇事、危险驾驶、盗窃、故意
伤害案件全程无纸化流转办案。

【辽宁大连沙河口区法院】

高效完成异地法院执行委托事务
本报讯 (记者 李 丹 通讯

员 康 龙)“感谢大连沙河口区法
院的各位干警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配
合，向你们致敬！”近日，北京市海
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通过微信向辽宁省
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表达敬意。

4 月 17 日，沙河口区法院执行网
络委托平台收到海淀区法院委托事
项，委托该院对辖区内被执行人银行
存款账户继续冻结。沙河口区法院执

行局外勤警务组接到委托后，第一时
间到协助执行银行办理了续冻事宜，
并及时将办理回执及办理情况通过网
络委托平台及电话反馈给海淀区法
院。

“为高效办理异地委托案件，我
院执行局制订了先办、快办、快回的
工作机制，为异地法院，尤其是重点
疫区分担办案压力。”沙河口区法院
执行局局长王洋说。

本报讯 （记者 赵 霞） 4 月
26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
人民法院与银川市国信公证处举行公
证参与法院司法辅助事务工作签约、
挂牌仪式。这标志着宁夏法院公证参
与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工作正式展开。

据了解，2019 年 11 月，宁夏回
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司法
厅将金凤区法院确定为公证参与司法
辅助事务试点法院。按照试点要求，
金凤区法院研究制定 《开展公证参与

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工作方
案》，引入公证机构及公证人员参与
调解、取证、保全、执行四个方面的
司法辅助事务工作。

银川市国信公证处主任王惠荣表
示，作为宁夏首次、首家进驻法院参
与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公证机
构，国信公证处将积极参与到司法辅
助事务中，将审判制度与公证制度的
优势互补，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
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非常感谢东莞中院的工作人员，让我身在湖北也能顺利拿到工资。”4 月
29 日下午，湖北籍劳动者文婧 （化名） 终于拿到了被拖欠三年的工资提成等
共 4 万元。近日，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五庭法官刘冬虹借助网络庭审
平台，成功调解文婧和用人单位的劳动争议纠纷，双方当事人不到 10 分钟就
签订了调解协议。图为网络视频调解现场。 袁小燕 摄

案外人强行占据经司法拍卖、已办理过
户手续的房产，一再挑战司法权威。为切实
保障买受人的合法权益，近日，安徽省淮南
市 田 家 庵 区 人 民 法 院 出 动 10 余 名 执 行 干
警，依法对涉案房屋进行强制腾空。

被执行人淮南某包装公司拒不归还银行
借款 1100 万余元，银行申请强制执行。田
家庵区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对被执行人的房产
进行司法拍卖，买受人吴某以最高价竞得，
并办理了不动产权登记手续。租赁涉案房屋
的淮南某医药包装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系被
执行人的亲戚，为继续占用房屋，提起执行

异议，被法院驳回。
田家庵区法院依法发出执行通知书并张

贴公告，法官多次与占用涉案房产的陈某等
人沟通，劝其搬离。陈某等人置之不理。见
法院要强制腾空房屋，陈某等人态度强硬，
恶语相向，围堵干警，阻挠执法。经多次劝
说无果，执行干警依法将陈某等三人强制带
离现场，进行训诫和教育，陈某等人承认错
误并具结悔过书。

经过 3 个多小时的努力，执行法官将腾
空的厂房、仓库、办公室等房产交给买受
人。

图①：法官向被执行
人释法明理。

图②：法警带走阻止
腾房的案外人。

图③：执行法官依法
强制打开门锁。

图④：工人搬运清空
涉案房屋内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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