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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重庆法院

全面落实最高法一站式

建设和诉源治理工作要

求，将加强诉源治理作

为践行新时代“枫桥经

验”的重要举措，坚决把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

在前面，充分发挥参与、

推动、规范、保障作用，

积极探索诉源治理新模

式和路径，着力推进“诉

源治理”落地见效。

今年 1 月-6 月，全

市法院新收案件同比下

降13.6%，新收案件同比

降幅居全国第 7 位。31

家基层法院、4家中级法

院新收案件同比下降

10%以上。“人民法院老

马工作室”建设得到最

高人民法院充分肯定。

重庆法院 多措并举构建诉源治理新格局

整合解纷资源
打造诉源治理新格局

今年6月30日，九龙坡法院依托“代表委
员联络站”“人民法院老马工作室”及诉源治理
工作机制，邀请全国人大代表、“老马工作室”
负责人马善祥共同参与调解涉群体性劳动争
议纠纷案件，将一桩纠纷化解于诉前。

据了解，重庆某汽车销售服务公司因资金
链断裂导致无法支付工人工资，刘某、吕某等
56名员工多次寻找公司领导协商未果，又因超
过时效无法申请仲裁，遂向九龙坡法院提起诉
讼。该案涉及人数众多且金额较大。

在九龙坡法院诉源治理团队法官和老
马的用法用情联合调解下，最终双方达成一
致意见，公司于今年7月31日前付清所欠员
工工资。至此，这起涉群体性劳动争议纠纷
得以在诉前妥善化解，在场员工也纷纷为法
官及老马的高效调解点赞。

化干戈于诉外，止纷争于庭内。在加强
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过程中，重
庆法院一直在不断探索和创新。

在渝北区龙塔街道“天平工作室”，一场
纠纷历时十几年，双方各执一词。原本是雇
主的胡某和驾驶员郑某因为一起道路交通
事故发生纠纷。最终两人在“天平工作室”
经过两个小时的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
协议。

“天平工作室”是市一中法院主动与所
在龙塔街道开展合作，选派4名经验丰富的
退休法官进驻成立的，旨在推动矛盾纠纷源
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切实从源头上
减少诉讼增量。工作室成立以来，街道辖区
矛盾纠纷逐年下降，基本实现了矛盾不出社
区、纠纷就地化解的目标。

从去年开始，重庆法院全面设立“人民
法院老马工作室”，打造诉前委派调解、诉中
委托调解的主阵地。截至今年6月，全市已
入驻“人民法院老马工作室”的调解组织
2233个、调解员8470名。今年上半年，累
计通过在线调解平台自行受理或接受委托
委派调解案件20.8万件，办结19万件，调解
成功案件14.3万件，调解成功率为75.4%。
其中，诉前调解案件18.1万件，相当于全市
法院一审民事案件收案总量的68.7%。诉

源治理业务模块得分居全国第2位。
诉源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市委平安办转

发市高法院诉源治理24条措施，重庆法院着力
整合解纷资源，形成参与合力，打造诉源治理
新格局：全面设立“代表委员联络站”，作为代
表委员反映社情民意、参与纠纷化解、监督法
院工作的平台。截至今年6月，全市已有1010
名代表委员驻站，累计接待群众3491人次，调
解案件、化解涉法涉诉信访1000余件；出台

“一庭两所”矛盾纠纷联动化解机制建设的指
导意见，构建人民法庭与派出所、司法所之间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衔接机制。推动人民法
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拓展纠纷
多元化解领域。完善诉前多元解纷联动衔接
机制，联合重庆银保监局、证监局等多部门出
台规范性文件，并召开“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
联席会，扎实推进多元解纷，畅通各类在线解
纷平台融合对接渠道。

与此同时，全市法院诉源治理进展顺
利：市一中法院统筹推进辖区法院诉源治
理；永川法院安排速裁快审团队入驻联调中
心，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沙坪坝、南
川法院精准施策，类型化案件明显下降；开
州法院着力推动诉源治理大格局；酉阳法院
积极参与乡村治理，以法治促自治……

线上线下
深度融入诉源治理

近日，针对一起交通事故引发的赔偿纠
纷，巴南区人民法院运用“智慧调解系统”开展
诉前调解，并对调解过程进行了网络直播。

调解过程中，调解员运用“智慧调解系
统”，通过智能语音、智能识别等技术，快速
便捷地完成了案件信息的采集，并一键生成
法律意见书。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当场达
成调解协议，被告支付了赔偿金。

线上线下、法庭内外，重庆法院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大
力推进诉源治理工作，提升新时代化解矛盾纠
纷的能力，满足和回应群众多元司法需求。

今年以来，全市法院累计通过道交平台
开展诉前委派调解7164件；通过音视频在
线调解8.1万件；电子送达法律文书23.7万
件；邮政集约送达率98.9%，实现主城一日送

达，主要乡镇两日送达；网上保全实现保全
申请“足不出户”，流程推进“一键可达”；
12368热线平台“一号通办”功能全面开通，
服务满意度高。全市法院一站式建设质效
得分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重庆法院还深入推进金融借款、劳动争
议、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等类案智审平台应
用。目前，全市法院分调裁审案件14万余
件，占民事、行政一审立案数的83.3%，速裁
快审案件平均审理期限27天，分调裁审业务
模块得分居全国第7位。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法院网上成功
立案20.4万件，一审民商事案件网上立案率
61%。

同时，重庆法院还建立了“一街镇一法
官”工作机制。1093个街镇、园区和重点企
业实现法官定点联系全覆盖。通过上门开
展法律咨询、法治宣传，了解群众诉求，拉近
群众距离，厚植司法根基，真正将“我为群众
办实事”落到实处。

数智赋能
加强诉源治理“治未病”

连日来，重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面对
高温酷暑，法院干警司法为民的步履不停。
7月13日，渝北、沙坪坝、巴南等11家法院的

“车载便民法庭”集中行动，进乡镇、社区、敬
老院、公园、广场，以案说法，揭露养老诈骗
套路，帮助老年人提高法治意识和识骗防骗
能力，以减少老年人上当受骗，从而减少诈
骗老年人案件。

今年1月6日，重庆法院首批3.0版 20
辆“车载便民法庭”向20家基层法院交付，打
通了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标志着科技赋
能诉源治理。

如今，这些“车载便民法庭”每日奔赴城
镇、社区、田间地头，为市民直接送法到家，
将矛盾纠纷解决在家门口，也把法治宣传送
到群众身边，确保矛盾纠纷见之于早、防范
于小，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今年4月1日，重庆法院正式投用的“云
上共享法庭”，推出跨法院专网、互联网的线
上线下一体化审理方案，在法院与街镇、村

社、律所之间建设纵横联结、内外互通的网
上法庭，为当事人和律师就近在线参与诉讼
提供便利，为群众就地在线见证庭审、参与
调解提供平台。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人在谈到诉
源治理工作时表示，近年来，重庆法院准确
把握司法审判在诉源治理中的职能定位，健
全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推动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实质性化解，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未来，重庆法院将纵深推进落实强基导向
“六项工作”，完善诉源治理法治保障新体系和
工作保障新机制，在深化诉源治理和助力社会
治理创新上迈出新步伐，作出新贡献。

苏国华 胡雅茹
图片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江北区法院法官开展“一街镇一法官”诉前
调解指导，打通诉源治理工作“最后一公里”

江津区法院将“车载便民法庭”驶进敬老
院，开展防范养老诈骗普法宣传

近年来，重庆检察

机关坚持问题导向、系

统思维、能动履职，推

出一系列改革创新举

措赋能检察工作高质

量发展，更好地为大局

服务、为人民司法，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民

主、法治、公平、正义、

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

增长的需要。

两江奔涌改革潮
——重庆检察机关改革创新工作侧记

“跨”之变
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交出成绩单

浩浩长江，滔滔嘉陵。2020年3月，经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批准，全国首个专门办理
跨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检察
机构——重庆市两江地区人民检察院在此
诞生。

日前，该院多功能会议室大屏幕上，正
在播放85公里之外，合川区上马桥溪某河段
违法拦网渔业养殖案件的无人机航拍画
面。画面中可以看到，多人正在进行养殖捕
捞作业，不仅远处非法放置有充氧机，位于
下游的坝上还加装了铁丝网。

“取证人员请注意，马上提取河坝处水
样，取样后立即返回快速检测实验室……”
随着重庆两江地区检察院检察长赵磊一声
令下，守在现场的办案检察官提起绳来放下
取水器……

据介绍，该院研发的“智慧两江”公益诉
讼平台，初步建成1个线索库，1个办案远程
指挥中心，以及水质信息、辅助办案、要案跟
踪3个模块，已基本实现线索发现智能化、调
查取证系统化和远程指挥可视化。

“跨”，就要跨出一片新天地。
跨区划监督办案，不止于市域之内。重

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青海6个省级检
察院共建长江上游生态保护跨区域协作机
制，川渝检察机关还联合建立5个跨区域生
态修复基地，迄今已开展两地联合巡查49
次、联合办案21件。

今年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作出关于设立成渝金融法院的决
定。目前，市检察院正与重庆市高级法院、
四川省检察院积极沟通，探索论证对成渝金
融法院的跨省法律监督工作模式。

“专”之变
“四大检察”一体化履职成趋势

为守护好“一江碧水、两岸青山”，去年8
月，重庆在三级检察院全面推开“长江生态
检察官”制度，推行“四大检察”一体化办案
模式，打造长江生态检察立体保护大格局。

该制度推行以来，重庆检察机关共起诉
相关领域刑事案件3902件6520人，立案公
益诉讼案件6495件，通过诉前检察建议或
磋商推动行政机关整改4480件，追偿生态
环境修复治理费用8410万元。该制度还获
评重庆市“我最喜欢的10项改革”和首届重
庆市政法领域改革十佳范例。

不仅如此，近年来，重庆检察机关还积
极构建一体保护、精准帮教、综合救助、犯罪
预防的“莎姐”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四
位一体”履职同样取得显著成效。

2021年5月，一起故意伤害案被移送至
奉节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年仅4岁的小玲
（化名）被犯罪嫌疑人黄凡（化名）用水果刀
划伤脸部。经鉴定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
虽然伤情无大碍，但小玲却患上了创伤后应
激障碍。她在父母离婚后，长期和外婆生活
在一起，这次事故无疑是雪上加霜。

综合考虑小玲的家庭情况、生活状态和
受伤害程度，奉节县检察院决定启动未成年
人综合保护机制，实施“刑事+民事+心理”综
合救助。

如今一年多时间过去，在多方联动的不
间断救助下，小玲身心的“伤疤”被渐渐抚
平。她再次回到幼儿园，摘下帽子，和同学
们一起玩耍嬉戏……近日，该案被重庆市检
察院评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典型案
例”。

截至目前，重庆市检察院联合团市委、
市妇联等多部门建立强制报告制度，并根据
相关线索立案73人。

此外，按照最高检统一部署，重庆还全
面推开知识产权检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试
点，构建“捕、诉、监、防、服”五位一体保护模
式。去年3月至今年5月，所办理的涉知识
产权刑事、民事行政、民事支持起诉、公益诉
讼案件分别上升 34.8%、80%、120%和
100%，在检察环节追赃挽损2500余万元。

“拓”之变
能动延伸法律监督触角

除了“跨”与“专”，“拓”同样是检察改革
创新的方向之一。

近日，经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申请，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一份特殊的公益保
护诉讼裁定——要求中国联通重庆分公司
协助，立即冻结1200余个被非法使用的联
通手机号码。据悉，这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施
行以来，重庆市首份经检察机关建议执行的
个人信息诉前保全措施。

这种司法举措，不仅是创新个人信息司
法保护机制的生动实践，也是检察机关跳出

“就案办案”的窠臼，站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的高度，与时俱进的一项机制创新。

早在2020年4月，重庆市检察院就制发
《关于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指导意见
（试行）》，在全国率先办理公共安全、互联网
公益保护、文化遗产和国家尊严保护等五大
领域公益诉讼案件，迄今已立案676件。

据了解，今年 3月，重庆设立 43个侦
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依托研发的

“110可视化系统监督平台”，监督立案、监
督撤案、书面纠违等同比分别增长359%、
153.4%和38%。同时，重庆全面推开监狱
巡回检察工作，3年来共开展常规巡回检
察26次，监督纠正各类问题222个。从刑
事立案到刑罚执行，法律监督触角延伸至
方方面面。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一项又一项
改革创新成果，有效赋能全市检察工作高质
量发展，打造司法为民新模式，受到人大代
表和社会各界充分肯定。

满宁 马弘
图片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提供

全市 44 个长江生态检察官办公室全面
履职，保护长江生态环境

重庆检察机关在全国率先设置生态环境检察专门机构，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由此迈出关
键性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