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好的营商环境
是地方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的根本保障。而
法治，则是最好的营商
环境。

2020 年，面对重
庆市场运行和经济发
展的诸多考验，重庆法
院深入贯彻中央决策
部署和市委要求，把握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助推构建新发
展格局，以服务大局、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
鲜活实践，交出一份护
航重庆高质量发展、人
民满意的时代答卷。

据统计，去年全
年，全市法院审结与经
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一
审民商事案件33.4万
件，标的额达 1079.6
亿元。

去年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33.4万件

标的额达1079.6亿元——

重庆法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护航重庆高质量发展

增进区域司法协作
携手服务保障“经济圈”建设

成都的当事人与重庆某旅游公司
发生著作权纠纷，他不用再来重庆立
案了。

去年5月，该当事人在天府新区
法院（四川自贸区法院）进行跨域立
案，当天就被重庆两江新区（自贸区）
法院成功收案。

“这不仅有效节省了当事人的时间
和经济成本，便利了群众，又密切了成
渝司法合作。”重庆两江新区（自贸区）
法院相关负责人说，该案也是川渝两地
自贸区法院签订《川渝自贸区司法合作
共建协议》后，两地法院跨域立案的首
案。

据了解，为增进区域司法协作，服
务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市高法
院全面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规划纲要》，出台22条意见、细化23
项重点任务。与四川高院共同签订司
法协作总体框架协议，加强诉讼服务、
生态保护、执行联动、智慧法院等8个
方面的司法协作。如诉讼服务方面，
联通川渝法院公众服务网，共同发布
法律适用疑难问题解答、典型案例、裁
判指引57个，促进裁判尺度统一。

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确立了打
造环境资源审判信息共享平台、共同
打造长江上游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基
地、完善对不动产的网络查控系统等
29项协作内容，构建了19项常态化工
作机制，携手服务保障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

不仅如此，川渝毗邻地区各中、基
层法院也纷纷行动，“结对子”、助发
展，两地司法联动协作蹄疾步稳——

两地铁路法院设立诉讼服务专
窗，两地自贸区法院建立线上“云庭
审”“云调解”机制，渝北法院与四川邻
水法院加强协作、保障川渝高竹新区
建设……上下联动、点面结合的法治
保障机制不断深化。

借鉴国际先进标准
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人民法院责无旁贷。
1月19日，世界银行重庆营商环

境咨询评估项目视频会在重庆召开。
会上，世界银行出具的《2020年

营商环境地方报告——重庆》显示，重
庆高院牵头的“执行合同”指标得分位
居全球190个经济体前10名，“办理
破产”指标得分位居前20名，为重庆
营商环境取得优异成绩贡献了司法努

力和智慧。
据了解，为扎实做好世界银

行营商环境咨询服务评估相
关工作,重庆法院出台31项
制度,搭建4个互联网司法
服务平台，发布全国首个
法治化营商环境司法
评估指数体系试点报
告,全方位提升司法

服务质量和效率,为
市场主体“优制度、减时

间、降成本”。
此外，重庆法院还加

强民营企业司法保护，去年
办结涉民营企业案件22.2万

件，涉案标的额953.5亿元。会
同市工商联建立民营企业商事纠

纷诉调对接机制，发布了《保市场主体
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二十条措
施》以及第五批民营经济司法保护典
型案例，为市场主体经营发展提供更
加全面的司法指引。

发挥破产审判作用
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如何发挥破产审判作用，促进无
效供给破除、市场主体重生？

去年3月23日，南岸法院依法裁

定批准了重庆川江船务有限公司重整
计划草案。这标志着负债近16亿元，
资产负债率高达402%的川江船务公
司终于涅槃新生。

保障企业经营稳定是实现重整的
前提条件。川江船务公司是长江干线
集装箱行业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该
公司重整案是在法院指导下，没有依
靠行政“输血”与外来资金，而是完全
依靠市场化的方式，促进企业生产自
救、走出困境、实现新生的案件。

立足市场化、法治化、协同化、信
息化的导向，发挥破产审判在市场资
源配置、企业救治等方面作用——这
就是重庆法院的答案。

据了解，去年，重庆法院办结破产
案件415件，清理债务658.3亿元，盘
活资产228亿元，有力服务保障了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9年12月31日，西部首家破
产法庭——重庆破产法庭揭牌成立。
成立该法庭，旨在进一步提升重庆法
院破产审判工作专业化水平，更好地
挽救危困企业、规范市场主体退出机
制，从而为重庆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提供强大助力，并更好地服务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

目前，法庭总建筑面积达8000多
平方米，配备了先进的信息化办公设
施，有干警60余人，组建了15个专业
审判团队，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办案
团队，是全国配置最到位的破产法庭
之一。

而在机制建设方面，重庆法院围
绕破产重整识别、税务处理、信用修
复、注销登记等办理破产关键环节，完
善保障体系，进一步夯实破产审判工
作高质量运行的基础。并在市委、市
政府支持下，依托覆盖全市的“府院”
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制度优势，通过司
法重整，帮助一批具有发展前景、经营
困难的企业逐步走出困境。

以创新方式保护创新
精准服务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点击量、点赞量、浏览量、阅读量、
粉丝量……数推公司及谭某通过其运
营的网站提供有偿销售的刷量服务，
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去年8月，市五中法院对腾讯公
司诉数推公司及谭某不正当竞争案作
出判决，判定两被告提供虚假刷量服
务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须立即停
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腾讯公司经
济损失和合理费用支出共计120万

元，并刊登声明、消除影响。
据了解，此案为在全国首次适用

反不正当竞争法“互联网专条”惩治互
联网虚假刷量，保障新兴产业和创新
平台健康发展。

去年以来，全市法院审结涉高新
技术、数字经济、文化创新产业等各类
知识产权案件1.9万余件，助力“智造
重镇”“智慧名城”建设。

同时，依法办理涉科学大道交通
网、科学岛居住区建设以及高新技术
企业顺利入驻等案件，助力西部（重
庆）科学城建设。严惩侵害“镇三关”
火锅商标等行为，促进火锅行业健康
发展，为重庆本地品牌健康发展营造
良好法治环境。

除执法办案，全市法院还坚持以
创新的方式保护创新。如创新知识产
权案件事实查明机制，引入技术调查
官现场勘验、在线参加庭审，更加精准
有效地服务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市三中法院
还就完善商标使用许可备案工作发出
司法建议，国家知识产权局函复将在
商标法修改准备工作中吸取建议内
容。

积极探索规则机制
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

中欧班列（渝新欧）开通后，市场
主体开始在陆上贸易使用铁路提单，
并约定其为唯一提货凭证。但这家公
司拿着转让的铁路提单去提取进口车
辆时，却遭到拒绝。去年6月30日，
一起涉及铁路提单的物权纠纷案在重
庆两江新区（自贸区）法院一审宣判。

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围绕“提
单持有人是否可以提货”这一争议焦
点争执不下。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确认原告享有铁路提单项下车辆
的所有权，被告向原告交付车辆。

据了解，该案是审结的全国首例
铁路提单物权纠纷案。重庆法院依法
支持涉中欧班列企业商业模式创新，
结合这起案件的审理成果，积极探索
铁路提单与铁路运单协同创新，助推
以铁路提单为引领的陆上国际贸易规
则健全，促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助
力国内国际双循环。

去年11月5日，重庆铁路运输纠
纷诉调对接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该中
心是西南地区首个铁路运输纠纷诉调
对接中心，依法妥善化解涉渝湘高铁、
玉磨铁路、大瑞铁路、兰渝高铁建设纠
纷,保障出海出境大通道建设。

去年以来，市高法院积极履行自

贸区法治保障工作组组长单位职责，
完善线上线下联动和诉讼、调解、仲裁
共治的涉外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打造
争端解决“重庆优选地”。继续推进两
江新区（自贸区）法院建设，发挥司法
保障自贸区建设作用。该院2020年
受理案件21880件，审执结各类案件
19907件，结案率达90.98%。

此外，重庆法院还持续深化内陆
法律研究中心建设，借力西南政法大
学域外法查明中心的作用，与中国－
东盟法律研究中心协同推进“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及地区尤其是东盟法律
研究与实践，着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
营造良好法治“软环境”。

呼应“一区两群”司法需求
保障乡村振兴、城市提升

加强餐饮船舶整治，消除水上餐
饮带来的水体污染，是重庆“两江四
岸”治理提升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加
强长江生态修复的重要内容。

去年12月，南岸法院坚持善意执
行理念，依法及时妥善将一在长江江面
上经营水上餐饮公司的破产财产——

“森泰诺亚”餐饮船舶，完整移交破产
管理人，40余名船上职工及20余名
驻船守候的债权人全部安全有序劝
离。

去年以来，重庆法院聚焦“两江四
岸”和“清水绿岸”治理提升，依法妥善
办理拆除违建、房屋租赁等案件，保障
江岸渣场整治、磁器口巴渝老街建设
等一批重点城市提升工程顺利实施。
依法妥善化解涉轨道交通、沙坪坝火
车站综合枢纽工程、郭家沱大桥建设
等纠纷，为城市更通畅助力，为实现城
市让生活更美好作出司法贡献。

同时，市高法院出台服务保障“一
区两群”协调发展17条意见，促进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依法审结涉乡村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经营等案件3599
件，营造乡村良好营商环境。妥善审
结涉农村土地、林地、宅基地纠纷等案
件4789件，长寿、璧山、巫山、彭水等
地法院依法保障土地流转，保护农民
合法权益。

打造优质法治化营商环境，只有
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重庆法院将继
续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不断增强企业
和企业家的司法获得感，为营造更加
稳定公平透明的法治营商环境，服务
高质量发展贡献司法力量。

乔文
图片由市高法院提供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
事务所律师、执行合伙人，市新的
社会阶层专业人士联合会会长

韩德云
2020年，重庆法院在保市场主体

方面所做的工作扎实有力，亮点突出，
非常鼓舞人心。出台保市场主体维护
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20条措施，开
展“保市场主体、助企业发展、清挂案
积案”专项行动，服务“六稳”“六保”落
实；强化审判执行工作，加强重庆破产
法庭建设，发挥破产审判服务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作用；全市法院院长实地
走访调研企业，听取意见和建议。

这些举措，使各类市场主体真正
感受到了司法服务的力度和温暖，增
强了各类市场主体的司法获得感，为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高质量的司法保
障，社会效果很好。希望重庆法院进
一步总结经验，探索创新，主动对接发
展建设中的司法新需求，进一步为高
质量发展护航。

市人大代表，市畜牧科学院兽
医兽药研究所所长，市人大农业与
农村委员会委员 付利芝

这几年，重庆法院系统干警通过
开展法律服务进企业、进商会、进工商
联活动，通过定点联系民营企业，提升
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守法、用法
的意识，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
良好法治环境。同时，法院公正司法，
切实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我欣喜
地看到，正是有了不断优化的营商环
境，企业放心入驻，安心发展。

重庆法院系统服务保障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开展到了前面，为招商引资、
企业落户及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
障。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
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营造
了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贡献了司法
力量。

市政协委员，重庆新申佳实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申佳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 肖家运

我对近年来全市三级法院各项工
作很满意，特别是在案件质量、司法公
正等方面做得很好，给人民群众提供
了优质、高效、便捷的诉讼服务。法院
在化解经济纠纷的时候严格按照法
律、司法解释认定合同效力、处理经济
纠纷，鼓励诚信经营，给企业创造了很
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行政诉讼方
面也有很深的体会，法院依法裁判、依
法支持企业的诉讼请求，企业通过行
政诉讼获得了有效的法律救济，合法
权益得到了保障，同时，对违法行政的
纠正也能够促使行政机关进一步提高
依法行政的水平。建议加大对法官自
由裁量权的约束，完善审判权力运行
监督制约机制，推进裁判尺度统一，依
法保障各项惠企政策有效落实，同等
保护各类市场主体，护航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

·声音·

法官送法进企业

川渝两企业1700万元借款合同纠纷一天内化解

疫情防控期间法官通过网络直播介绍拍卖标的物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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