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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结合辖区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创新工作机制，充分发挥预防和解决纠

纷的主要职能，推动形成了以“点线面”为核心的诉源治理新格局。

厦门思明：“点线面”结合推进诉源治理
本报记者 何春晓 本报通讯员 杨长平

突出创新“点”——
深化诉讼内源治理

为推进诉源治理，思明区法院立足
于诉讼全过程，从法院内部着手，优质
高效化解已经形成诉讼的各类纠纷。近
年来，思明区法院推出了要素式审判模
式等创新性衍生案件治理模式，化解审
判中端的存量案件、系列案件，实现审
判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统一。

今 年 以 来 ， 受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影
响，健身等行业陷入停摆状态，进而
引发健身机构倒闭、老板“跑路”等
情况，一时间，法院迎来了相关案件
的诉讼潮。

今年 2 月，厦门某知名健身机构因
受疫情带来的影响，单方面宣布关店，
许多年费会员无法继续享受服务，与健
身机构发生纠纷并闹上法院。截至今年
5 月，思明区法院已受理类似案件 56
起，涉及标的额 120余万元。

虽然这些案件的单个标的额都不
大，但案件涉及总人数较多，大多数会
员既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又没有聘请
专业的诉讼代理人，只是一心急于要回
欠款。经过多方调查，思明区法院发现
该系列案件的基本事实相近，遂决定采
用要素式审判模式。

所谓要素式审判模式，就是法院
概 括 提 炼 出 系 列 案 件 的 基 本 案 情 要
素，并归纳其中的争议焦点，梳理审
查双方当事人存在异议的要素，简化
无异议部分，进而围绕焦点要素进行
审理。据思明区法院民二庭负责人李
莹介绍：“要素式审判可以帮助法官更
精准获知案件争议焦点，确保集中精
力 处 理 双 方 争 议 要 素 ， 提 高 审 判 效
率。”

在该批系列案件中，法院经审理
认为，健身机构向 56 名会员收取健身
费用，提供健身服务，故认定双方存
在合法有效的健身合同关系。因健身
机构无故单方面宣布关闭，致使服务
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判决健身机构与
会员的合同关系解除，并退还剩余费
用。就这样，56 起系列案件通过要素
式审判模式，仅用 2 个小时就全部审
理完毕。

“如果套用以往的个案审理模式，
该系列案件的审理预计至少需要 10 个
工作日，且需要多名审判人员共同审
理。采用要素式审判模式后，审判时间
大为缩短，审判资源也有效节约。”李
莹告诉记者。

据 介 绍 ， 为 推 进 诉 源 治 理 工 作 ，
2019 年以来，思明区法院通过内部工
作机制创新，梳理优化审判流程，强化
纠纷案件的纵向程序衍生治理及系列案
件横向衍生治理，在妥善处理案件的同
时，得到了当事人的广泛认可，有效避
免因案件审判质量不高所导致的二审、
再审、涉诉信访等“衍生案件”的产
生。2019 年至今，思明区法院的一审
服判息诉率、一审发改率等质效指标持
续优化。

延伸服务“线”——
筑牢诉非联动机制

对于已形成的纠纷，一般是越往后
端风险越多、难度越大、程序越繁、成
本越高。思明区法院在构筑多元化、立
体式的纠纷化解体系的同时，提前主动
介入，促进当事人在诉前和解，从而低
成本、高效率地化解纠纷，避免增加当
事人诉累。

雅瑞光学有限公司是厦门本土的一
家眼镜生产企业，旗下拥有“暴龙”等多
个国内外知名的眼镜品牌。但随着品牌
知名度越来越大，一些电商平台上假冒

“暴龙”的眼镜产品也越来越多，影响了
企业的正常经营。

如果按照企业传统的维权方法，雅
瑞光学有限公司需要到假冒者所在地提
起诉讼，但假冒者零星遍布全国各地，而
且案件标的额小，平均个案仅在2万元左
右。倘若需要提起诉讼，就需要至少去
一次假冒者所在地维权，平均个案维权
成本均在 6000 至 8000 元。在这种情况
下，雅瑞光学有限公司经营陷入两难：放
弃维权，则假冒产品者众多，不仅影响市
场，甚至会危及企业品牌形象，而投入维
权，企业就需要支付高额的维权费用。

了解此情况后，思明区法院积极引
导企业进行集中诉讼。该院知识产权庭

负责人李缘缘接受采访时说：“针对此类
案件特点，我们引导企业集中诉讼，再通
过示范性诉讼，促成企业在诉前达成调
解，从而节省企业的维权成本。”

示范性诉讼就是根据不同原告起诉
同一被告或者同一原告起诉不同被告的
差异化诉求，由法官选取诉讼请求和事
实证据较为清晰、有代表性的一案先行
庭审，之后其他的系列案件参照该案例
判决结果，从而引导企业在诉前达成调
解。李缘缘认为：“一个鲜活的案例胜过
一沓文件。司法裁判对已发纠纷的化解
以及未发纠纷的评价，能够让当事人提
前预判结果，评估成本，从而迅速达成和
解。这也是示范性诉讼的独特价值。”

通过类似方式，思明区法院促成大
量纠纷在诉前达成和解，避免最终形成
系列诉讼，同时也有效的降低当事人的
诉讼成本。据雅瑞光学有限公司副总裁
周斌介绍，如今企业仅用原来十分之一
的成本就可以进行维权。他欣喜的表
示：“法院主动延伸服务，也确实为我
们的品牌保驾护航。”

“近年来，我们已经委派诉前调解
36000多件案件，调解成功的有10200件，
有效定分止争。同时，我们也通过多元化
解的方法去营造和谐氛围，引导社会诚
信。”思明区法院立案庭庭长黄素萍说。

为了更快更好地化解矛盾纠纷，思
明区法院还整合辖区内公安司法机构、
行业系统、调解组织等矛盾纠纷调处的

所有资源，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支
持、法院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科技支撑”的诉源治理中心，构筑多元
化、立体式的纠纷化解体系，在诉前、
诉讼和执行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更全
面、更便捷的矛盾纠纷化解渠道。

拓宽辐射“面”——
培育社会诚信因子

思明区法院立足于预防层面，强调
社会纠纷的源头治理，最大限度减少和
避免社会纠纷的发生，使纠纷止于未
发、止于萌芽。

2019 年来，思明区法院率先推行
“负面清单”惩戒制度，整治司法违法
失范行为，净化司法环境，助力社会诚
信体系建设，从而从源头上预防诉讼乱
象衍生，有效减少恶意诉讼案件。以

“职业放贷人”相关案件为例，2019 年
思明区法院受理“职业放贷人”相关案
件 1906 件 ， 涉 案 标 的 额 高 达 9573 万
元。“针对职业放贷高发等情况，我们
率先建立‘职业放贷人’清单，并通过
媒体向社会公布，有效解决了‘职业放
贷人’滥诉、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等问
题。”思明区法院莲前法庭负责人林芳
介绍说。清单公布一年后，“职业放贷
人”起诉多起案件的现象得到有效治理。

“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重复起诉、

虚假诉讼、滥用管辖权异议、套路贷等
违法失范行为依法进行惩处，对导致其
他当事人诉讼成本增加的行为，法院还
将酌情增加其诉讼费用的负担部分。”
黄素萍说。负面清单明确了当事人不
得实施的违法失范行为，一旦触碰，将
面临着曝光、罚款、拘留等惩戒，严重的
话甚至追究其刑事责任。

吴某某在思明区法院诉讼、执行
关联案件 9 件，债务约达 800 万元，为
了 稀 释 债 权 ，又 虚 构 两 笔 总 额 高 达
2500 万元的债务，企图在房产拍卖中
分得款项。最终，吴某某因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和虚假诉讼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九个月。之后，吴某某和
家人自觉履行了全部 9 个案件约 800
万元的债务。

思明区法院还创新性增加“正向
激励”的做法，针对民事、民商事等案
件类型，对于积极调和并主动履行的
当事人采取诚信正向激励，依法发放
自动履行证明、提供诉讼服务便利等，
并将其纳入社会征信库管理，形成“正
向激励+负面清单”的创新性做法。

“我们鼓励和宣扬主动和解的当
事人将获利，而恶意占用司法资源的
当事人将受惩戒，从而形成‘诚信履
行、主动履行’的良好氛围。”黄素
萍介绍，“我们还在诉讼全流程向当
事人发放告知书、提示书，指派法官
参与社区基层矛盾治理，通过主流媒

体宣传主动调和的好处和恶意诉讼要
承担的后果。”

此外，思明区法院还推行当事人
申请调解机制，当矛盾纠纷产生后，
当事人可以自行到诉源治理中心申请
调解。矛盾纠纷调解协议达成后，思
明区法院即依法启动当天申请、当天
审核、当天确认的司法确认程序，赋
予调解协议司法保障，倡导调解即时
履行、积极履行，进一步实现矛盾纠
纷的快速化解、快速履行。

“推进诉源治理工作，必须坚持
内外并举，既要在党委领导下，充分
整合司法资源，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主动融入基层治理，又着力于从司
法内部挖掘潜力，实现源头减量、减
少案件存量、缓解案件增量，提升审
判质效，推动社会相关方面形成诉源
治理的牢固共识和强大合力。”思明
区法院院长刘新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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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诉源治理中心法官现场为
当事人调解。

图②：诉源治理中心法官和调解
员进行在线调解。

图③：诉源治理中心法官前往小区
实地勘查物业服务情况。

图④：诉源治理中心法官依法为
当事人发放自动履行证明。

图⑤：诉源治理中心法官为群众
进行诉前释法。 资料图片

李卫诚、李云峰、四川霖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优安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易健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深圳万盈互联网
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国药集团宜宾制药有限责任

公司、国药集团成都信立邦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卫诚、李

云峰、四川霖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上海富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第三人浙江易健生

物制品有限公司、深圳万盈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川 1503 民初

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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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宜宾市南溪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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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房地产物业公司破产财产分配公告（2019）物业公司破

管字第28号济南房地产物业公司债权人：《济南房地产物业公司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于2020年8月19日经第三次债权人会议表决

未通过，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2020年8月26日，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济民破字第 1-4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认可《济南房地产物业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现根据《企

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根据《济南

房地产物业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及企业实际情况，济南房地

产物业公司破产财产实施一次分配，本次分配即为最后分配，确

定于 2020年 10月 13日实施，管理人将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债

权人提供的银行账户进行分配。最后分配的分配总额为人民币

895,043.65元，其中，欠付职工工资、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及

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与应

当支付的补偿金的分配总额为人民币 895,043.65元；欠缴的其他

社会保险费用和税款的分配总额为人民币0.00元；普通债权的分

配总额为人民币0.00元。济南房地产物业公司不存在附生效条件

或者解除条件的债权以及诉讼或者仲裁未决的债权，因此在本次

分配前管理人未进行提存。对本次分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

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

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提存的分配额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分配给其他

债权人。 济南房地产物业公司管理人

包头市富德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达

茂旗富磊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包头市富德昌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王建华、达茂联合旗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合同纠

纷一案，被告王建华对本院作出的（2019）内 0223 民初 838 号民

事判决书提起上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人民法院
呼伦贝尔市汇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沈阳辰宇

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牙克石市人民医院、白云凤、王蕊、张

绍猛、陈兴、刘宇、徐玉海、张淑杰、王希春、安星羽、初月良、王建、陈

洪、崔佳虎、粟炜忠、刘长明、牙克石市人民政府胜利街道办事处、牙

克石市国营林场，第三人呼伦贝尔市汇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

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已审结，沈阳辰宇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就（2019）内07民初123、124、125、126、128、129、130、131、132、134、
135、136、137、141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刘宇、王建、陈洪就

（2019）内07民初127、133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上诉状副本，限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

法审理。 [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魏国福：本院受理原告翟学臣与被告魏国福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组庭通知书、证据材料。翟学臣变

更后的诉讼请求为：1、解除翟学臣与魏国福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签订的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清澄名苑南区 1 号楼 10 层 5-
1001 室的房屋买卖合同及其补充协议；2、魏国福返还翟学臣购

房款 250万元；3、魏国福赔偿翟学臣违约金 80万元；4、魏国福赔

偿翟学臣房屋中介费用 3 万元；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律师代

理费由魏国福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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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

法庭开庭审理。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北京智美汇国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朱凤琦与北

京智美汇国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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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爱国,胡茂香,孟广金,王绪春,孟广银,山东东平金汶工程

有限公司,山东曼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利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祥瑞药业有限公司,瑞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翼佐产业
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润银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丰汇租赁有限公司与山东润银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王爱国,胡茂香,孟广金,王绪春,孟广银,山东东平金汶工程有限

公司,山东曼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利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山东

祥瑞药业有限公司,瑞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翼佐产业信息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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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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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定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 A 座十七法庭开庭

审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中银鹏科技有限公司：原告深圳市维港零叁投资有限公司

与被告中财诚投资有限公司、广东中银鹏科技有限公司、龙文生合

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粤 03民初 2164
号。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庭前证据交换通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天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2021
年1月1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七庭进行证据交换。于2021
年1月14日上午9时30分在第五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出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云鹤：本院受理原告陈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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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

书（转普）、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
左亚非、李倩茹、吴萌、马金龙、四川冕宁矿业有限公司、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凉山彝族自治州分公司、张红胜、李
涛、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阳中心支公司、杨波、杨
学雷、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葛冬梅：本院受理

的原告苟明贵、陈绪碧、苟宇航与被告王成、李波等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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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于2020
年 12月 30日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

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成都铁路运输法院

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2日决定受理宣城
市申龙置业有限公司预重整一案，同时依法作出（2020）皖18破申8
号决定书，并指定安徽凯吉通会计师事务所、安徽杰灵律师事务所

担任宣城市申龙置业有限公司预重整临时管理人。就债权申报相关事

宜公告如下：宣城市申龙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0年10月28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通信地址：安徽省宣城市东方福邸檀

溪园 28 栋-3 室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李露 18256300037，胡朋

15056930490）。 宣城市申龙置业有限公司预重整临时管理人

本院于 2020年 9月 2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朝群申请宣告公民

刘钰死亡一案，申请人刘朝群称，被申请人刘钰于 2016 年 9 月 3 日

中午 12 时出门锻炼至今未归，申请人于 2016 年 9 月 5 日晚 20 时到

贺兰县城关派出所报案，至今已下落不明满 4 年。下落不明人刘钰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

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刘钰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刘钰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刘钰情况，向本院报告。 [宁夏]贺兰县人民法院

李炜、薛博仁：本院在执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行与

甘肃鑫中天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李炜、刘雅丽、薛博仁、张利、王潇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委托兰州西部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按照评

估工作程序，对被执行人李炜所有的位于上海市浦锦路390号整幢［房

产证号：沪房地闵字（2012）第039328号］房产；被执行人薛博仁所有的

位于上海市浦锦路356号2层［房产证号：沪房地闵字（2013）第004415
号］房产、上海市浦锦路330号5层08室［房产证号：沪房地闵字（2013）
第004620号］房产、上海市浦锦路330号5层14室［房产证号：沪房地闵

字（2013）第004349号］房产进行评估，以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兰州西

部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了兰西房估字［2019］第0114号房地

产司法评估报告。现通过公告的方式向你发送评估报告，公告期为15
天，公告期满即视为你收到。如需了解具体情况，请联系本院查询。公告

如下：被执行人李炜所有的位于上海市浦锦路390号整幢［房产证号：

沪房地闵字（2012）第039328号］房产的评估值为6219.69万元；被执行

人薛博仁所有的位于上海市浦锦路356号2层［房产证号：沪房地闵字

（2013）第00415号］房产的评估价值为1307.93万元、上海市浦锦路330
号5层08室［房产证号：沪房地闵字（2013）第004620号］房产的评估价

值为344.64万元、上海市浦锦路330号5层14室［房产证号：沪房地闵

字（2013）第004349号］房产的评估价值为722.64万元，以上合计评估

价值为8594.90万元。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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