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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将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融入区社会治理格局，通过外部增加力量，线

上入驻区综治大平台实现一网融通，线下与街镇部门共建纠纷易解工作站实现一呼多应，工作取得了实效。今年

1至 8月，合川区法院案件调解成功率超过九成。

重庆合川：解纷有速度 服务有温度
本报记者 刘 洋 本报通讯员 殷坤炙 吴 琪

全覆盖——
纠纷解决无“死角”

2020年5月的一天，重庆市合川区狮
滩镇白银村村支书甘华清穿戴整齐，早早
来到狮滩镇纠纷易解工作站，准备调解
本村的一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

2013 年，某公司租赁了白银村村民
的部分土地和荒山用于经营。在测量
时，村民袁某所有的一块地由于未能找
到土地承包经营证，被统计为荒土。该
公司依据该测量结果，支付了袁某相应
的使用费用。谁料之后袁某又找到了土
地承包经营证。

“当年我们测量时，你自己未能提供
土地承包经营证，我们根据测量结果支
付相应费用，你自己也是认可了的。”公
司寸步不让。

“我现在不是提供了土地承包经营
证了，你们就应该给了我呀！”袁某也急
了。

眼看双方要吵起来，甘华清赶忙打
了岔：“你们说的都有道理。现在的情
况，我也有一定了解。但是，问题的根源
还是出在当年测量的时候，我们先坐下
慢慢摆谈下嘛！”

甘华清耐心细致地听他们讲完，明
白了双方矛盾的根源：袁某清楚他的土
地已被统计为荒土，也收到了相应的费
用。但是找出土地承包经营证后，他联
系了公司，公司态度却十分恶劣，他一时
气不过才闹了起来。甘华清抓住重点展
开调解，双方澄清了误会，握手言和。

“我以前也不会调解的，大家发生了
矛盾，我常常‘一个头两个大’。但是自
从我们狮滩镇纠纷易解工作站建起来
后，对口联系的法官刘文伟定期会到这
儿来，给我们普法，还给我们开展法律知
识、调解技能培训，我这才越调越顺手
了。”甘华清笑呵呵地说。

狮滩镇纠纷易解工作站是重庆市合
川区人民法院建立的 68 个纠纷易解工
作站点之一。2018 年 12 月，合川区法院
在重庆率先探索建立乡镇纠纷易解工作
站点，每个站点配有 1 名指导法官、1 名
调解员、1 套解纷指导手册、1 本工作台
账，指导法官每两个月固定前往站点开
展巡回审判、联合调解，收集社情民意。
村民在站点调解成功后，可通过网络立
即向合川区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一般当
天就能确认完毕。

“村镇的调解工作，主要依靠的就是
村镇干部。但是，由于村镇干部法律知
识 并 不 专 业 ，调 解 起 来 往 往 会 遇 到 困
难。”刘文伟说，“如今，我们定期到易解
工作站上开展法治宣传，村镇干部们的
法治意识高了，调解起来就更有底气了，
群众也十分信服。”

合川区法院立案庭负责人介绍：“目
前，我们最远的易解工作站点，建在距离
法院 68 公里的二郎镇。人与人之间有
距离，但司法便民无距离。我们不断延
伸站点的覆盖面，就是为了让更多偏远
地区的群众，在家门口也化解纠纷，随时
享受到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

强联动——
解纷路径“三级过滤”

近年来，合川区法院受理的物业纠
纷案件逐年上升。2015 年，合川法院审
结 物 业 纠 纷 717 件 ；2019 年 增 至 1580
件，增幅达 120%。与此同时，管辖着 10
个村 16个社区、拥有 23万常住人口的合
川南津街道，今年 1至 8月的物业案件数
却呈大幅度下降。而这，都得益于一个
名为“红细胞·微治理”的项目。

“张法官，现在我们小区脏乱差现象
特别严重，很多业主都快受不了了。我
们应该怎么办呢？”前段时间，南津街道
一小区业主孙先生联系了法官张博。

孙先生是张博负责包片联系的居民
之一。作为一名党员，又是一位法官，张
博深受居民们的信任。接到求助后，张
博立即和南津街道的党员干部曾某前往
该小区，看到小区垃圾遍地、废旧家具无
人问津、部分绿化带甚至被开垦成了菜
地……而这都是因为物业公司的不作为。

在张博和曾某的帮助下，小区业委
会按照法定程序组织公开选聘并更换了

新的物业公司。新公司入驻后，小区环
境、秩序得到了明显改善，业主们纷纷表
示认可。“更换物管公司后，卫生、安保、
绿化等问题都迅速解决了，现在我们业
主住得很舒心！”孙先生说。

“红细胞·微治理”项目由易解南津
站组织开展，党员法官、街镇党员干部共
同参与。南津街道每个网格内都建立了
网格“红细胞”，全面实行网格自治。党
员法官、街镇党员干部是网格“红细胞”
的主力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让基层社会问题矛盾纠纷化解
在第一站，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除易解南津站外，我们与合阳城街
道办事处、盐井街道沙南社区共建的易
解合阳站、易解沙南点等易解工作站点
的解纷工作也有一定的效果。”合川区法
院副院长吴家川说。

纠纷易解工作站点可随时通过微
信、视频等方式“呼叫”法官对调解工作
进行指导，因此，群众对易解工作站的信
任度也较高。同时，各行政机关也积极
参与到纠纷化解工作中。目前合川区法
院已与人社、卫生、妇联等部门共建纠纷
易解工作站，及时化解各领域矛盾。

合川区法院将多元解纷机制建在最
基层，构建起矛盾纠纷分层化解体系，实
现了“微纠纷”在工作点就地化解、“小纠
纷”由工作站专职调解员调解、“大纠纷”
在法院解决的“三级过滤”解纷机制，基
本形成了“人人都是调解员，个个（部门）
都是解纷体”的纠纷化解格局。此外，易
解工作站点还邀请代表委员、律师、行业
专家等第三方人员参与解纷，让第三方
由解纷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如
今，各个易解工作站点的调解成功率都
在不断提高，今年 1至 8月通过工作站点
分流过滤矛盾纠纷超过六成。

集约化——
X方联动跑出“加速度”

“没想到 10 起金融借款纠纷一天就
能解决！”合川某律师事务所的李律师感
叹道。

今年 7 月，李律师接到通知到合川
区法院参与庭审。他本以为这几个金融
类纠纷案件批次性、集中性特征明显，应
诉率低，不花上十天半个月，是审不下来
的。谁知庭审当天 10 起案件全部解决，

4起达成调解，2起当庭撤诉，4起当场
宣判。

合川区法院正是运用“741+X”的
工作模式实现了纠纷化解高质高效。

今年 1 月，合川区法院开展简单
案件集中速裁快审。7 个团队采用 4
个步骤的门诊式庭审负责案件速裁快
审工作：第一步，将交通事故、物业纠
纷、金融借款等案件按照一组一类型
的原则“分科”到各个团队；第二步，各
团队法官助理进行“导诊”，先行确认
案件证据及重要事实，并组织有调解
意图的当事人进行调解；第三步，法官
在庭上围绕有争议事实重点“问诊”；
第四步，法官开出包含案件事实、文书
说理和法理依据的清晰明了的表格式

“处方”。目前，合川区法院逐步形成
了以院各部门、法官和法官助理、审判
和调解的 X 方联动工作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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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审判执
行效能最大化，保障当事人只跑 1 次
就能解决纠纷。今年 1至 8月，该院速
裁快审案件占民商事案件的五成，简
案快审平均用时 19 天，速裁案件平均
用时 2天。

一体化——
立审执服务一键到位

“陈法官，我是邓胤，今天派发的
送达执行案件文书的工作任务已完
成，请查收一下我回传的材料。”

近日，合阳城街道红岗山支路网格
员邓胤接到从区综治大平台传来的协
助执行任务后，立即行动，利用自己熟
悉本片区的优势，一天内便顺利完成了
这起协助执行任务，并反馈给了法官。

“今年 1 月，合川区法院‘合舟共
济 e+平台’入驻了区综治大平台，并
升级为全区矛盾纠纷调处平台。”合川
区法院院长谢宝红介绍，“‘合舟共济
e+平台’与网格化服务平台、雪亮工
程指挥平台、平安建设效能测评平台
等相互融通，组成全区‘政法大数据
云’。平台功能也从诉调对接为主实
现了全面立审执一体服务。”

“合舟共济 e+平台”的全面立审
执一体服务功能主要包括了以下三个
方面：

一是一键调。当事人申请解纷
后，平台会根据纠纷情况分别指派给
区、街镇、村社三级调解组织调解，调
解成功即进行司法确认，不成功则转
入诉讼程序。法院受理的有调解基础
的案件，也会通过平台委托到指定调
解组织进行调解。解纷从“单车道”转
变为“多车道”。

二是一键办。执行案件需要调查
被执行人现状的、调解案件需要送达
文书资料的，都可委托给“民情全掌
握”的网格员，网格员办好后及时回
复，省时省力，且成功率高。需要查找
人员、车辆等行踪信息的，可通过平台
的人脸识别、车辆识别系统等一键定
位，保证执行人员准确、快速行动。今
年以来，合川区法院已利用平台委托
基层组织办理查找被执行人、送达文
书等事项 600余件次。

三是一键管。平台实时统计群众
意见、纠纷类型、社会评价、街镇万人成
讼率、调解员调解成功率等信息，准确掌
握社会热点、民生焦点，既可预测风险、
又可优化考核，还能辅助决策。全区社
会治理工作逐步实现从“经验治理”到

“数据治理”、从“碎片化治理”到“一体化
治理”、从事后治理到事前治理的转变。

据统计，今年1至8月，合川区法院
新收民间借贷纠纷、交通事故纠纷数量
分别同比下降12.98%、15.35%。一站式
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得
到代表委员、律师、群众等一致好评。

“这样做让解纷有速度，服务有温
度。群众无论是在村镇、行政机关还
是法院申请解纷，均能在第一时间获
得优质、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谢宝
红表示，“下一步，合川区法院将继续
做实做细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
体系建设工作，全面提升多元解纷和
诉讼服务效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努力跑出新时代人民法院化解
矛盾、定分止争的‘加速度’。”

图①：法官在狮滩镇现场调解，并以案普法。
图②：法院就人民调解中的相关法律问题

为人民调解员作培训。
图③：法官与社区工作人员在易解沙南点

交流“心参与·新化解”工作开展情况。
图④：合阳城街道红岗山支路网格员开展

现场调查。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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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美亚置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美亚基业房地产经纪

（上海）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上海东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名誉权纠

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8）粤0106民初20154号民事判决书已发

生法律效力。被执行人上海东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

13日在其运营的“东地产”微信公众号发表的《中国人小心海外置

业背后的“阿诈里”》一文，足以损害公众对申请执行人广州美亚

置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美亚基业房地产经纪（上海）有限公司的

印象，使其的社会评价降低，对申请执行人广州美亚置业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美亚基业房地产经纪（上海）有限公司存在负面影

响，依上述判决书，被执行人上海东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应在“东

地产”微信公众号刊登向申请执行人广州美亚置业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美亚基业房地产经纪（上海）有限公司的书面赔礼道歉声

明，因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现本院依判

决刊登此道歉声明。 [广东]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大连北首电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金国平、世界辉煌能源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北首光源科技（大连）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

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青泥洼桥支行及一审被告大连

北首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大连世辉新能源有限公司、大连北首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首御辽参（大连）海珍品科技有限公司、北首集团

有限公司、陈建丽、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0）最高法民终618号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大连北首电

力设备销售有限公司、金国平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

达。世界辉煌能源有限公司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视为送

达。本案定于2021年1月2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季鸿：本院受理上诉人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与被

上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审第三人季鸿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

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最高法知行终

426 号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开庭时间：2020 年 12
月 22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开庭地点：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第三法庭）。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孟丽君,孟庆阳：本院受理鹰潭金蝉君汇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与孟庆阳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

一法庭开庭审理。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张春敏,张春歧：本院受理鹰潭金蝉君汇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与张春歧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2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

一法庭开庭审理。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陈艳红,陈建铭,上海申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本院受理渤海

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申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质押式

证券回购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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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日时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上海申炜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申炜中心）、陈建铭、陈艳红：原告渤海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申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被告上海三

盛宏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盛公司）、被告陈建

铭、被告陈艳红、第三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质押式证券回购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证据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请求：1.
判令申炜中心立即向原告清偿融资款人民币94421793元；2.判令

申炜中心向原告支付自2020年3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

息及逾期支付利息的违约金(利息依双方《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

务延期购回协议书》约定的标准计算;逾期支付利息的违约金依双

方《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约定的标准计算)；3.判令申炜中

心向原告支付自2020年3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以
94421793元为基数,依0.05%/日的标准计算)；4.判令申炜中心向原

告支付本案律师费人民币16万元；5.判令原告有权在上述4项债权

范围内对申炜中心名下所有且已经办理质押登记的6715928股中

昌数据股票(证券代码600242)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该股票的价款优

先受偿；6.判令陈建铭、陈艳红、三盛公司对申炜中心本案所涉全部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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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并定于 2020年 12月 22日 9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48法庭开庭审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同利同德商贸中心：本院受理原告北京都锦生商贸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案 号（2020）京 0112 民 初

15186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及证据材

料、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应诉通知

书、审判人员组成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三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李迎节,刘小红,代显亮：本院受理赵磊与代显亮等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温榆河法庭第七法庭开庭审理。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冯硕：本院受理王云龙与冯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3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开庭审

理。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国民信和控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凯瑞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诉被告国民信和控股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宋庄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天津世韩模具有限公司（91120225MA06B0JT0W）：本院

受理原告鑫盛隆泰（北京）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诉天津世韩模具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

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审判区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如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伍细飞、阳露、黄江霞、谭新、肖海飞：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市分行分别诉被告伍细飞、阳露、黄江霞、谭新、肖海飞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五案，本院于 2020年 7月 1日立案。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笫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粤 0303 民初 23907、23908、23910、23911、23912 号五案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指定举证期限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本院定于2020年12月17日下午14时

30分在本院罗湖法院 13楼 2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

庭，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吴淑红：我院受理的原告深圳市新吉兴贸易有限公司与你

的（2020）粤 0307 民初 26629 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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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开庭时间是 2020 年 12 月 16 日 15 时，地点为深

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坂田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广东]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何巧珍：本院受理原告张宗律诉被告何巧珍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案号为(2020)粤 0703民初 8930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当事人须

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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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2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西区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

余芳、余胜平：本院受理原告李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案号：（2020）黔 0112 民初 2731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九时三十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法庭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
陈明恩、贵州福康家房产经纪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雄诉

你们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提交证据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 [贵州]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胡伟：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勇 诉 被 告 胡 伟（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20122197610100054）、陈杏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第 15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湖北]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
袁野：本院受理原告丹东耘垦牧业有限公司诉你、弓长岭区伏一

养殖场、韩伏雨、肖晗、张洪俊、唐素兰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要求。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中法庭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 ]辽阳市弓长岭区人民法院
王明洋：本院受理原告张碗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

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陕西]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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