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 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2020年9月28日 星期一 总编室主办 责任编辑 陈 冰 美术编辑 盛方奇 新闻热线（010）67550710 电子信箱：chenbing@rmfyb.cn[ / 山东版 ]

泰安：念好“四字诀”深化“一站式”
本报记者 闫继勇 本报通讯员 刘庆伟

泰安：念好“四字诀”深化“一站式”
本报记者 闫继勇 本报通讯员 刘庆伟

今年以来，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将其列为全年攻坚重点，专门成立
了由院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了 《实施方案》，从 4 月开始正式启动“分调裁审”机制改革，实行每周一通报、每月
一排名，探索推进以“案件分流全面化、资源配置耦合化、权力运行模块化、事务办理集约化”为核心内容的一站式多元解纷
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深入扎实开展，实现了执法办案又快又好、诉讼服务既全又优。

“真没想到二审案件也能这么快！”
上诉人郭某与被上诉人某客运有限责任
公司、被上诉人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5 月
12 日上午立案并组织法庭调查，下午郭
某就收到了案件结案的短信通知。

与以往调解速裁主要适用于一审民
商事案件不同，泰安中院认真落实《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深化“分调裁审”
机制改革的意见》，将繁简分流的适用案
件范围作了进一步拓展，对所有当事人
申请立案的一审、二审民事、刑事、行政
案件和执行案件，适宜调解或和解且当
事人同意调解或和解的，均导入人民法
院调解平台，由速裁法官或快执法官根
据案情组织特邀调解员调解，调解成功
的，登记立案后由调解速裁团队或快执
团队快速结案；调解不成的，由特邀调解
员固定无争议事实和证据，随卷转立案
窗口，按照繁简分流标准分流至不同法
官办理，总体把握将 50%左右的案件引
入速裁程序，其他案件流转至各业务庭
进行繁案精审，全面、彻底实现了“繁简
分流、快慢分道”。

民商事审判是简案快审的主战场。
民商事调解速裁团队对进入速裁程序的
案件，坚持加快节奏、快调快审。分流至
特邀调解员进行调解的案件，如具备调
解或撤诉条件，当天立案、当天制作调解
书或撤诉裁定书、当天送达；简化诉讼流
程，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推行“门
诊式庭审”，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尽可能简
化答辩、审理、裁判、送达等环节，最大限
度缩短案件流转时间；发挥信息化作用，
充分运用统一送达平台、语音送达助手
等信息化手段，促进提速增效，减轻当事
人诉累。从今年 5月正式组建运行到 8月
底，全市法院 33 个民商事调解速裁团队

共收案 7934 件、结案 7489 件，93.52%的
案件在 15天之内结案。

“承担分流任务 380 件，调解成功或
促成当事人撤诉 83 件，平均每人与当事
人通话 284.38 人次，合计通话时长 77.8
小时……”6 月 1 日，泰安中院民商事调
解速裁团队队长闫鹏正在组织米晓鸣、
赵锋等 8 名特邀调解员总结分析 5 月特
邀调解“战果”，计划下一步工作。

案件分流调解“委托不出去、邀请不
进来”“转了一圈又回来”，是不少法院
在探索推进多元解纷实践中经常遇到
的难题。为破解这一难题，泰安法院在
全面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
体系建设过程中，坚持优化法院内部司
法资源与借力社会解纷力量有机结合，
进一步整合解纷力量、凝聚解纷合力。
该院从业务庭抽调审判经验丰富的员
额 法 官 和 业 务 熟 练 的 法 官 助 理 、书 记
员，并邀请特邀调解员驻院办公，按照

“4+4+4+8”的比例组成新型调解速裁
团队，员额法官、法官助理、特邀调解员
平 均 年 龄 分 别 为 39.5 岁 、30 岁 、31.25
岁，年龄结构搭配合理，年富力强、精明
强干。团队成立后加强业务培训，明确
责任分工，强化协调配合，在最短时间
内形成整体合力，在诉前调解、执前和
解阶段按照“1+1+1+2”的模式组合为
一个审判执行单元开展工作，在速裁快
审阶段按“3+1+1”的模式组成合议庭
审理案件，确保了分调裁审工作迅速投
入高效运转。

各基层法院共有 30 名调解速裁法
官，均结合实际组建了各具特色的调解
速裁团队，通过各类司法人员和社会力
量的充分履职、有机配合，形成耦合效
应，为全面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

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案 件 繁 简 分 流 既 是 为 了“ 简 出 效
率”，也是为了“繁出精品”，只有审判质
量、效率、效果全面提升，才能充分彰显
繁简分流成效。为确保“繁案”真正得以

“精审”，泰安中院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
效的措施。

强化监督管理推“精审”。制定出台
《“四类案件”监督管理办法》《审判质效
通报约谈办法》等制度文件 10 余项，健
全审判监督管理长效机制。正确处理有
序放权与有效监管的关系，实行审判质
效月通报、规范二审案件发改、类案检
索、案件评查等制度，确保放权不放任、
监督不缺位。充分发挥审委会、专业法官
会议宏观指导、审判质量把关等作用，促
进提升审判质效。严格落实院庭长办案
制度，院领导带头办理疑难复杂、新类型
案件和信访案件、死刑案件，切实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今年以来，全市各法院院领
导共审结实体类案件 1503 件、化解信访
案件 77件。

突出廉政监督保“精审”。高度重视
司法权运行监督制约，在诉讼服务中心
开设纪检监察窗口，设置干警评价系统，
向当事人发放廉政监督卡，方便群众监
督举报；新聘任 14 名执法执纪社会监督
员，调整 27 名各部门廉政监督员，对司
法作风、廉政建设等进行有效监督；建立
干警廉政档案，要求每名干警如实报告
26 项个人有关事项和情况，作为干部考
核、选拔任用、晋职晋级、评选先进的重
要依据。

改革信访机制促“精审”。研发信访
案件督办系统，制定《涉诉信访案件办理
工作流程》，贯彻落实院长带头接访制
度，努力实现以信访发现审判作风、案件

质量短板弱项，以信访问题整改实现“纾
民困、解民怨、强监督、促质效”，打造司
法清明之地的愿景。今年以来，泰安中院
院庭长累计接访 230余次。

兑现绩效奖惩量“精审”。坚持一级
模式与两级模式、定量与定性、审判业绩
与综合审判、年度评价与长远发展、整体
稳定与适度灵活“五个结合”，突出审判
效率和案件质量、效果指标，修订完善各
类司法人员业绩考评办法，严格对法官
及其他司法辅助人员进行业绩考核并兑
现奖惩。

在确保简案快审的同时积极推进繁
案精审，推动了审判质效全面提升、法官
队伍素质能力进一步增强。今年以来，泰
安两级法院共收案 65002 件，结案 60278
件，结案率、结收比、长期未结诉讼案件
清理等指标位居全省法院前列，严惩黑
恶犯罪维护市场秩序、推进一站式多元
解纷机制实质化运行、涉疫情案件审理
等受到上级法院和泰安市委肯定。泰安
中院继续保持省级文明单位称号，被授
予省级卫生先进单位、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10 余名先
进个人受到各级表彰，6 篇典型案例和
优秀裁判文书、5 篇审判业务论文在省
级以上获奖。

8 月 6 日，河北省衡水市居民祁某不
远数百里，将一面印有“公正司法高效 为
民解忧排难”的锦旗送到泰安中院民商事
调解速裁团队法官手中，感谢法官公正高
效司法，真心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方便当事人诉讼、及时回应群众多
元司法需求，是全面推进一站式多元解
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泰
安中院坚持集约办理审判辅助事务、大
力推进线上诉讼服务、不断创新便民利

民举措，切实为当事人参加诉讼提供
了便利。

集约办理审判辅助事务。全市法
院均设立了审判辅助中心，整合现有
送达保全、司法技术、特邀调解等司法
资源，集中办理诉前和案件审理过程
中的法律文书送达、案件调解、司法鉴
定、调查取证、财产保全、执行委托事
项、全流程法律服务等司法辅助事务，
既推进了司法专业化、提升了审判效
率，也真正实现了“为群众解忧、为法
官减负”的目标。

大力推进线上诉讼服务。疫情发
生以来，泰安中院始终秉持“坚决不让
公平正义因疫情受阻”的理念，积极通
过加强督促调度、强化信息技术保障、
开展专门培训等措施提升网上开庭
率，努力实现防控办案“两不误”。疫情
防控进入新常态后，全市法院加快推
进网上办公办案，5 月 25 日正式上线

“全流程网上办案系统”，全市法院全
面开启全流程网上办案新模式。5 月
25 日正式上线以来，全市法院累计登
录 264809 次，立案 33799 件，
结案 34635 件。此外，该院深
化“四大公开平台”建设，积
极推进 24 小时法院和自助
服务区建设，大力推行网上
立案、网上缴费、网上送达等
做法，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
跑腿。

不 断 创 新 便 民 利 民 举
措。积极推进对外委托鉴定
系统建设应用，4 月 20 日泰
安市高新区人民法院完成全
省法院首例线上选择鉴定机
构和对外委托鉴定工作。研
究制定《推行网上预约立案
和电子送达规程》，全面网上
预约立案和电子送达，今年
以来泰安中院有效送达率位
列全省三级法院首位。出台
保障律师诉讼权利意见，开
通律师免检绿色通道，提高

办事效率，充分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联
合通讯公司为困难涉诉群众参与网络
庭审提供免费手机流量，切实方便当
事人诉讼。

“全市法院将始终把提升人民群
众获得感作为法院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大力推进一站式建设，深
化分调裁审机制改革，不断探索为民
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的工作机
制和措施，积极主动回应人民群众多
元司法需求。”泰安中院院长朱云三
说。

突出一个“合”字
科学调配司法资源

突出一个“精”字
稳步提高审判质量

突出一个“全”字
系统推进繁简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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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速裁法官按照简化程序进速裁法官按照简化程序进
行法庭调查行法庭调查。。

图图②②：：山东省司法厅干警到泰安山东省司法厅干警到泰安
中院了解中院了解““分调裁审分调裁审””机制机制，，对该院做对该院做
法给予充分肯定法给予充分肯定。。

图图③③：：在法官的调解下在法官的调解下，，一起案件一起案件
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

图图④④：：东平县人民法院设立环境东平县人民法院设立环境
资源法庭一站式化解环境资源纠纷资源法庭一站式化解环境资源纠纷。。

突出一个“优”字
全面升级诉讼服务

马宝斌（身份证号：132421196509245476）：本院对耿长欣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0）京 0114民初 5976号民事判决书：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马宝斌支付耿长欣货款 29480元。案件受理费 537元，由马宝

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公告费（以实际票据

为准），由马宝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徐州恒讯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胡杰：本院受理原告中联重

科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与被告徐州恒迅杰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胡杰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完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京 0116民初 2037号民事判决书，主文概要：一、确认中联

重科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与徐州恒讯杰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 、胡 杰 于 2011 年 6 月 16 日 签 订 的 编 号 为 CNTJ- RZ/
QZ2011JS00003505 的《融资租赁合同》及附件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解除；二、确认型号为 TC5610-6 的中联牌塔式起重机 2 台

（车辆识别号分别为 0201X278、0201X476）的所有权归中联重科

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所有；三、判令徐州恒讯杰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中联重科融资租赁（中国）

有限公司赔偿损失 288441.36 元、违约金 115560 元。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李选民：本院受理原告李子君、帖新英诉被告李淑英、李淑燕、

李留成、马瑞玲、李选民、李淑芳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1民撤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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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史天舒：本院受理原告亿达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诉你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辽 0212 民初 89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

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
郑朝斌：本院受理原告亿达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

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辽

0212民初8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
李冲：本院受理原告亿达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辽0212
民初8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
王德福：本院受理原告亿达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

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辽

0212民初8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
石敬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巨戎远洋渔业有限公司诉你方、

第三人大连长海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提出保

全申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辽 72民初 21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对登记在第三人大连长海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名下的“长

远渔 5”渔船予以查封，查封期限两年，查封期间内不得对该渔

船进行过户、抵押、更名、光船租赁。送达（2020）辽 72 民初 21 号

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一、准许申请人浙江巨戎远洋渔业有限公

司提出的海事请求保全申请；二、自即日起，在大连港扣押石敬

原所有，登记在浙江巨戎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名下的“巨荣渔 5”

轮、“巨荣渔 6”轮、“巨荣渔 7”轮、“巨荣渔 8”轮；三、责令被申请

人石敬原提供 24290913.5 元的可靠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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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之日起 5 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白林贵、晏平明、施梦：本院受理原告云南华宁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白林贵、晏平明、施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云 0424 民初 557 号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华宁县人民法院
中通智慧城市（安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紫荆海润资产管理

（天津）有限公司、高锐视讯有限公司、蚌埠市安大矿业有限公司、河
北中通智慧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河北保通数据技术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1民初343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七份，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扬帆商贸有限公司、重庆力帆矿产品有限公司、重庆戈

鹰物资有限公司、重庆丰饶工贸有限公司、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重庆能投新能源有限公司与被告重庆扬帆

商贸有限公司、重庆力帆矿产品有限公司、重庆戈鹰物资有限公

司、重庆丰饶工贸有限公司、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票据纠纷二

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渝 01 民初 964 号民

事判决书、（2019）渝 01民初 9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吴成锐：本院受理原告魏威与被告吴成锐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渝 0112 民

初 226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被告吴成锐在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魏威借款本金 55 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1174.5 元，由被告吴成锐负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

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在法

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

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

最后一日起计算。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深圳中院于2020年3月20日裁定受理深圳嘉宝易汇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嘉宝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案号（2020）粤03破

200号】并指定深圳市司力达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管理人。目前管理

人仍未能接管到嘉宝公司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根据相关

法律，清算义务人因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

要文件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依法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现管理人

敦促嘉宝公司清算义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五日内，向管理人移交

嘉宝公司的上述资料（联系人：兰健菊，电话：18824295663），并配合法

院及管理人完成其他清算事宜，否则相应民事责任由相关清算义务人

承担。 深圳嘉宝易汇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12月30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黎洪、吴理

扬、陈美对广西欣瑞纸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经南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批复决定指定广西广合律师事务所担任广西欣瑞纸业有

限公司管理人。为保证债权申报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通知如下：一、申报期限：债权人应于2020年11月6日前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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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

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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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欣瑞纸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广

西欣瑞纸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二、申报地点

（现场及邮寄地址）：南宁市五象大道 399号龙光国际大厦 2号楼

29 层广西广合律师事务所，联系人：戢律师（18977099836）,何律

师（18978917859），0771-5523136，237555321@qq.com。三、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0年 12月 1日上午 9时 30分在横县人民法院

(横县长安大道187号)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

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携原件备查并提交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

另须提交授权委托书。未尽事宜，请与广西欣瑞纸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联系。 广西欣瑞纸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院根据浙江华东工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0年8月

21日裁定受理香格里拉市格基河流域下只思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8月21日指定云南润泽律师事务所为香格

里拉市格基河流城下只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香格里拉市

格基河流域下只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0年11月

16日前，向香格里拉市格基河流域下只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管理

人（通讯地址：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新城区格萨尔王广场

旁云南润泽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674499；联系电话：18708875303或

者15033558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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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市格基河流域下只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香格里拉市格基河流域下只恩水电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0年11月25
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一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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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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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出席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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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香格里拉市人民法院

李选民：原告李子君、帖新英诉被告李淑英、李淑燕、李留成、

马瑞玲、李选民、李淑芳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本院经审理已作出

（2020）豫 01 民撤 1 号民事裁定书，原告李子君、帖新英不服，向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现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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