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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全力保障民法典落地后精准适用
本报记者 陈 凤

20192019 年年 22 月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成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成立《《民法典分编民法典分编》》研究兴趣小组研究兴趣小组，，聚焦聚焦 5757 项重点问题项重点问题，，开展深入研讨开展深入研讨。。这个这个
小组由小组由 7474 名来自上海全市三级法院的民商事审判业务骨干组成名来自上海全市三级法院的民商事审判业务骨干组成，，上海高院副院长茆荣华任组长上海高院副院长茆荣华任组长。。经过一年多的时经过一年多的时
间间、、2525次研讨次研讨，，最终汇集成了一本含最终汇集成了一本含 9898万字万字、、5050篇文章的书篇文章的书————《〈《〈民法典民法典〉〉适用与司法实务适用与司法实务》。》。

图①：《民法典分编》 研究兴趣
小组研讨活动现场。

图②：经过一年多时间、25 次
研讨，《民法典分编》 研究兴趣小组
汇集出版了 《〈民法典〉 适用与司法
实务》。

图③：《民法典分编》 研究兴趣
小组研讨活动现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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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
74名业务骨干加入其中

“这是一本凝聚了上海法官集体智
慧的书。”茆荣华说。

早在 2017 年，上海高院就成立了
《民法总则》 研究兴趣小组。当时，小
组成员只是上海高院的部分法官；这一
次，针对民法典的研究兴趣小组，院内
想要扩充队伍、弥补缺憾。

“ 相 比 较 民 法 总 则 ， 民 法 典 对 审
判实践的指导意义更大，中级、基层
法院法官们的加入非常关键，他们能
够 带 来 最 鲜 活 的 案 例 和 问 题 的 原 动
力 。” 因 此 ， 茆 荣 华 决 定 ， 这 次 活 动
要覆盖全市三级法院，让更多法官加
入进来。

高院搭建平台，来自全市多家法院
的法官和调研能手们齐聚一堂，展开研
讨，这样的机会对于基层法院的一线法
官来说尤其难得。“招募令”发下去没
多久，就吸引了不少人踊跃报名。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川沙人民
法庭法官唐墨华之前就听说过 《民法总
则》 研究兴趣小组。作为一名在基层民
事审判岗位上扎根了十年且喜欢钻研和
思考的法官，她非常期待自己也能够有
这样的机会和平台进一步学习和发声。
因此，当浦东新区法院研究室打算将她
作为推荐人之一时，她毫不犹豫地答应
了。

许多像唐墨华一样来自一线的基层
法官都非常珍惜这次机会。经部门推荐
和个人自荐，本着开放、自愿、个人兴
趣的原则，《民法典分编》 研究兴趣小
组共计招募 74 人，覆盖了法院立审执
各个条线，还有刑事条线的法官也加入
其中。

2019 年 2 月 ， 兴 趣 小 组 召 开 启 动
会，由茆荣华给大家做动员，并把整个
民法典分编 （草案） 需要重点关注的内

容 、 有 研 究 价 值 的 问 题 梳 理 了 一 遍 。
“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梳理问题、明晰争
议，已经达成共识的问题不必再谈。”
大家按照茆荣华的要求，根据自己的兴
趣方向以及小组的统筹安排，很快就确
定了选题。兴趣小组还明确，前期主要
侧重于对民法典 （草案） 提建议，待各
分编三审稿出台后再转向对民法典的适
用进行研究。

机会难得，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民庭法官李兴一口气报了两个选题：

“从我个人来说，我不想写我很熟悉的
领域或已经有成熟思考的问题，而是想
去研究一些我自己也还没想明白的问
题，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和集体的智
慧，逼着自己去写作、思考和表达。”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副院长俞巍与上
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沈
文宏在得知对方都选择了“先诉抗辩权
及其除外责任”这一主题后当即表示：

“一起合作吧！”

激辩——
从理念碰撞到相互吸纳

选题确定了，但在第一次研讨活动
上，谁要作第一个汇报发言却成了一个
难题。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却要完
成一篇上万字的论文，绝非易事。当大
家陷入纠结时，茆荣华干脆亲自“点
兵”：“张俊，就你了。”

张俊是上海高院海事及海商审判庭
的一名法官，他调研经验丰富，之前参
加 《民法总则》 研究兴趣小组时也是组
里第一个发言的人。但这一次，他仍旧
感到紧张：“这次研讨比上次研讨难度
更大，关注的问题非常具体，对执笔人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非常熟悉自
己的审判领域，还要去做很多深入的学
理调查和分析研究。”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副庭长李彦汇报的主题是“居住权制度

的本土化适用”。“我觉得自己已经想得
挺全面的了。”没想到研讨会上，他还
是收到了很多意见建议。“这段内容不
适合放在正文里，最好用脚注或者附
表。”“这一部分的逻辑还需再理顺一
下。”“我认为这点不是很重要，可以删
去，突出重点内容。”……李彦埋头飞
快地将这些意见建议一一记录下来。

写文章作汇报的人紧张，与会的其
他小组成员压力也很大。每次研讨会召
开前，上海高院研究室的李瑞霞都会将
待汇报的文章提前两三天发给所有小组
成员，让大家做好准备。

“我们希望大家不仅会写，还要会
说、会表达。”茆荣华明确要求，“赞美
的话不用说，直接提建议。”

第一次研讨会上，上海一中院民庭副
庭长金绍奇就“毫不客气”地问张俊：“法
定权利优先于约定权利是否与合同领域
意思自治原则相悖？”这让张俊一惊，他发
现自己确实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之后
修改文章时，他便吸纳了金绍奇的意见，
让自己的分析论证得以更为全面。

李彦就很喜欢这种“头脑风暴”。
“改稿是件很难熬的事，需要对自己进
行痛苦的反思。我的意见是否应该得到
保留？别人的意见我有多少需要采纳？
这是一个不断否定再否定的过程。”李
彦将初稿形象地比喻成“毛坯”，“只有
经过大家‘你一锤我一打’的磨炼，才
能得到真正经得起检验的产品。”

上海高院研究室副主任陈树森表
示，研讨会上不乏“脸红耳热、针锋相
对”的场面。这种没有行政级别之分、
纯粹的研讨氛围，让每一个小组成员都
沉浸其中，“就像回到了学生时代”。

“每次研讨会，汇报文章的人就像
在进行论文答辩一样，要接受‘灵魂拷
问’，为此，大家都是铆足了劲。另一
方面，其他人也要注意自己提出的意
见，如果很 Low，也会很没面子。”上
海高院民庭副庭长余冬爱说：“大家都
是火眼金睛，一看就知道你有没有认真

准备过。”
表扬容易批评难，要想“批”得到

位，更要下功夫——茆荣华不仅这样要
求大家，也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会
前，他对文章通读精读数遍；研讨会最
后，他还会结合每一个人的发言，提出
修改方向和指导性意见。

“如果我泛泛而谈，说不到点上，
下面人也不服气。”茆荣华笑着说。

一年多来，在这种平等讨论、无私
分享的激辩氛围下，观点、灵感、思辨
之智就这样悄然凝聚。

成果——
不只是一本书

今年 6 月底，这本汇集了上海法官
们集体智慧的书——《〈民法典〉适用与
司法实务》终于出版了。中国法学会民
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为书作序，称其

“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体现了较高的
学术水准”。不少民商事条线的法官们
也 纷 纷 表 示“ 这 是 一 本 拿 来 就 能 用 的
书”。

合力完成的书能得到学术界和实务
界的高度评价，这让小组成员们都感到
非常自豪。他们同时又表示，其实，书不
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自己在研讨过程
中收获到的东西。

有的人感谢兴趣小组让自己更自
律、更善于独立思考。

“每个人都有惰性的，但是参加了这
个活动后，都不好意思偷懒，必须强迫自
己好好准备。”唐墨华告诉记者，“研讨结
束后，我们的微信群里还是经常有人分
享关于民法典的内容。”这种氛围督促着
唐墨华，如今的她每天都会利用业余时
间阅读关于民法典的书籍，保持思考的
习惯。

今年 6 月，上海一中院决定对民法
典进行专项学习，该院商事审判庭副庭
长毛海波第一个作主讲，就合同编相关

复杂疑难内容向全体审委会委员以及
部分干警进行讲解。一个半小时的课
程 、100 多 页 PPT，从 其 被 通 知 到 讲
课，只有不到两周的准备时间，面对这
一艰巨的任务，是参加兴趣小组积累
的知识和思考给了毛海波足够的底
气：“如果不是之前我参加过研讨，有
过深入、系统的思考，很难在短时间内
完成这样一项任务。”

有的人感谢兴趣小组开拓了自己
的视野。

上海高院民庭法官赵超参加研讨
后发现，这次的兴趣小组和之前的很
不一样：“三级法院不同领域的法官都
参与了进来，大家视角不同，视野也更
开阔了。”

“通过研讨，可以了解到高院、中
院法官的办案思路。”上海市徐汇区人
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张娜娜认为，
这对审判实践有很大意义，“同时还可
以了解到很多最新的域外立法和现阶
段的理论，给我提供了更多的调研和
审判思路。”

“对于申诉审查庭的法官来说，各
种类型的案件都需要掌握。”上海高院
申诉审查庭庭长田文才说，“兴趣小组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大家都是来自各
个法院、各个条线的精英，在提出自己
建议的同时，还能汲取大家的养分。”

上海高院研究室主任顾全认为，
研讨活动对于适法统一的推进也有着
一定意义：“法律适用是个很抽象的问
题，需要理念上的深度统一，我们的研
讨就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司法者。”

“比如在我们的专业法官会议
上，大家往往是根据自身理解和过
往经验来讨论案件，有时争议会很
大。”金绍奇说，“我们将研讨中形
成的一些共识，尝试运用到案件讨
论中，讲理论、讲国内外判例，大
家一下子就跳出原有的框架了。”

前不久，金绍奇、李兴在专业
法官会议上一同讨论一起案件时，

就直接引入了上海高院商事审判庭法
官彭浩的一篇文章中的观点：“文章
考虑得非常全面，大家听了都觉得有
道理，很快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统
一的意见。”

兴趣小组不仅发现人才，培养人
才，还带动身边更多的人一起进步，
这是让茆荣华感到最为高兴的一件
事。“要搭建更多更大的平台，让更
多人参与其中。”茆荣华响应了大家
的期盼并迅速付诸实践。据悉，今年
8 月，上海高院举办了民法典司法实
务论坛第一期研讨活动，更多的专家
学者将被请进法院，更多的法官也将
加入进来。

“法律不可能一成不变，法官要学
习好法律，适用好法律。随着新情况、
新问题的涌现，可能还要不断地完善
法律。”茆荣华说，“作为民法典时代的
第一代法官，不断创造和探索，为大家
抛砖引玉，保障民法典落地后的精准
适用，这是我们应有的担当。”

埋头办案，抬头思考，上海的法
官们依旧在不断探索。

浙江剑瓷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各债权人：2015 年 11 月 3
日，本院裁定受理浙江剑瓷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剑

瓷市政公司）破产清算，并指定浙江万申佳（龙泉）律师事务所为

浙江剑瓷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管理人勤勉尽

职，现浙江剑瓷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已清算完毕。

本院认为有必要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特将会议有关情况通

知如下：本院定于 2020年 10月 28日 9时在龙泉市人民法院第一

审判庭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望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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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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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函。

[浙江]龙泉市人民法院

李明庆：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与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本案定于 2020年 12月 25日上午 9时在本院北区第八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向平,詹素芬,高忠霖,冯彪,北京东方君盛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东方君盛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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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诉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9时在本院 41法庭开庭审理。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张磊：本院受理郑秀秀与张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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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大兴法院诉调对接

中心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许来有：本院受理原告卢兆朋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20）京 0112民初 200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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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学丽：本院受理周丽丽与刘学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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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大兴法院诉调

对接中心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傅雄：本院受理原告李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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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提供的

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傅雄立即归还

原告李生借款本金人民币 12 万元及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

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6%计算的利息；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

承担。自公告之日起期满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自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自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

院江口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福建]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
梁秋铭：本院受理(2020)粤 0306民初 14938号原告梁振华诉

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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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内。并定于 2020年 12月 28日 14时 30分在宝安区人民

法院光明法庭 22 楼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蔡何凤、姚香萍、刘卫峰：本院受理原告鲍琴香与被告贵

州黔灵山水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夏伟平、王荷凤、蔡何

凤、王竞、刘卫峰、姚香萍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

满后的十五日内，开庭时间为公告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

午九时三十分（遇节假日顺延），开庭地点在贵州省贵阳市白

云区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韩颖：本院受理原告马建华与被告韩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1. 依法判

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2360000 元并按照年利率 6%支付资

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自 2015 年 3 月 1 日起至还清全部借款本金

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发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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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
乔会兵：本院受理原告李兰海、李永刚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2020）冀 0108民初 4171号

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及廉

政监督卡。原告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本金 291820 元

及利息 10513 元、违约金（违约金以 291820 元为基数，按月 1%自

2017 年 10 月 16 日起计算至全部还清之日止，现暂计算至 2020
年 7 月 15 日为 96300 元，以上本金、利息、违约金暂共计 398633
元）；2. 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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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
习聪斌：本院受理原告刘强与被告习聪斌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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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300000 元及自 2017 年 11 月 30
日至本金付青之日止的利息（以 300000 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24%暂计算至起诉之日的利息为 186600 元，以上合计 486600
元）；2.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险费等全部费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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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
江厚成：本院受理原告楚立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2020）冀 0108民初 3149号民事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成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及廉政监督

卡。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

55 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至本金还清之日止（利息自起诉之

日起按月息 2%计算）；2.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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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
胡丽华、田晶：本院受理原告康云飞诉河北省外事贸易服务

公司、袁方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公

告向你送达（2020）冀 0108民初 1501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裁

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及廉政监督卡。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确认被

告河北省外事贸易服务公司与被告袁方之间对石家庄市裕华区

槐北东路 392 号东苑小区Ⅰ-1-2-602 室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追加你们为本

案被告，申请事项：依法确认袁方与胡丽华于 2006 年 5 月 31 日

签订的《石家庄市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依法确认胡丽华与田

晶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签订的《石家庄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

效。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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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二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
车远征：本院受理原告河北锐驰预拌混凝土有限公司诉被

告石家庄众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邯郸市邯龙建筑安装有限

公司、河北博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辛喜明、车远征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2020）冀 0108民

初 838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及

廉政监督卡。原告的诉讼请求：1. 判令三被告及第三人立即共同偿

还商品砼款 131625 元及相应利息（以 131625 元为基数，自起诉之

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

实际全部支付之日止）；2. 本案诉讼等费用由被告及第三人全部承

担。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追加你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自发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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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
刘玉辉、李红莲：本院受理（2020）辽 0191 民初 89 号原告沈阳

远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方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北站开发区支行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远程视频法庭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小兰、芦峰毅、王栋：本院受理原告太原市城区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滨河东路分社与被告王小兰、被告芦峰毅、被告王栋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等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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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法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陈启云：本院受理原告李含艮起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法官公正廉洁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

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下一周星期五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 [云南]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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