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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多人少
急需有人搭把手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
两级法院案件一直在高位
运行，多到什么程度？以
鹿城区人民法院为例，请
看两组数字——

一是办案量。据统
计，去年，鹿城区人民法院
民商事收案 34000 多件，
平均每位法官年办案量达
到 500 多件，其中执行局
的法官是全院“劳模”，执
行案件达到 1.3 万余件，
每位法官年办案量达到
700 多件，假设全年无休，
该院执行局法官每人每天
平均也要办 2 件左右案
件。这样的办案量在全市
基层法院中名列前茅。

二是资产处置量。以
房产为例，自推行司法网
拍以来，鹿城区人民法院
处置的房产达到 6000 多
套，其中在温州地区的房
产有4000多套，处置的房
产量相当于三个大型房地
产开发公司开发销售量。

数字的背后是办案人
员的艰辛付出。这么多案
件，从调解，到立案，再到
审判，到执行，其中涉及的
流程文书就可以用“海量”
来形容。而涉及资产处置

时，从查封到腾空，再到资
产评估，到送司法网拍，到
过户等等，各个环节都需
要严谨规范地去执行。因
为人手不够，处置起来难
免费时，进而造成资产处
置拥堵局面。

鹿城区人民法院执行
局综合科副科长王挺介绍
说，基层法院办案压力大
得让人难以想象，因为案
件多，经办案件的法官疲
于奔命，十分辛苦。去年
10 月，鹿城区人民法院在
我市率先试点，和温州中
信公证处共同成立公证司
法辅助事务办公室，通过
探索，逐步建立和完善了
多项公证司法辅助的规章
制度，制度框架已经形成，
有了他们“搭把手”，大大
减轻了法官办案压力，促
进了执行资产处置的进
程，可以给群众提供更好
的司法服务。

温州市司法局公证管
理处处长黄忠义告诉记
者，公证参与人民法院司
法辅助事务试点，初衷就
是努力打造公证服务为社
会提供标准化、规范化、一
站式综合性的诉讼服务，
给办案压力大的基层法院
起到“解压器”作用，目前
除温州市中信公证处外，

温州市中诚公证处、洞头
区公证处、平阳县公证处
和文成县公证处也相继与
当地法院建立司法辅助工
作衔接机制，在人民法院
司法服务中心设立司法辅
助公证事务专窗、调解室、
谈话室、公证员工作室，充
分发挥公证服务、沟通、证
明、监督等功能。

据统计，2017 年 10
月至今，温州全市公证参
与 司 法 辅 助 各 类 事 务
2876 件，参与处置不动产
435 套、参与移送不动产
评估 340 套，参与司法查
封 35 件，参与送达司法网
拍成交确认书、执行通知
书、财产申报令等执行文
书 938 件，参与办理不动
产、车辆过户事务475件，
参 与 执 行 证 据 保 全 108
件，主持诉前调解218件，
协助司法查询 215 起，办
理继承事务 4 件，签订保
证书5件，代为办理委托事
务 103 件，解答各类法律
咨询2058件。

公证参与
承接事务实现双赢

据了解，我市公证机
构参与人民法院司法辅助
事务试点以来，立足公证
职能，深入除审判以外的

诉前调解以及取证、送达、
保全、执行等各个环节，在
协同合作中实现双赢。

鹿城区人民法院立案
庭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公
证参与诉前调解，给立案
环节带来减压效果立竿见
影。她举例说，今年 1 月
12 日，一市民因为抚养权
变更事宜来到该法院。按
照法院调解要求，这一案
件需要受理，在一定时间
内审理结案，可是因为限
于人手，立案到结案时间
很长。此次他们将这一案
件移交给公证机构主持诉
前调解，现场调解后，当事
双方在调解书上签好字，
达成的调解协议书，经法
院确认后出具民事调解
书，现场立案现场结案，抚
养权变更现场生效。像这
一类简单的案件，当事双
方已经达成一定意向，公
证参与诉前调解后，法官
不需要介入。

据了解，鹿城区人民
法院从温州市中信公证处
聘请了 7 位特邀调解员，
参与该院诉前调解工作。
温州市中信公证处副主
任、鹿城区人民法院特邀
调解员孙晓鹏说，公证因
其“中立”的法律定位，加
上公证人员的专业性，非

常适合居中调解，在调解
中更容易取得当事人的信
任，更有利于调解中明法
析理，更容易调解成功。

除立案环节，公证在
人民法院执行环节发挥的
作用也很大。

资产处置、评估、拍
卖、过户，服务双方当事
人 ，是 法 院 执 行 的 重 头
戏。据王挺介绍，该院在
资产辅助处理环节设有腾
空组。过去，腾空好的房
产要交给案件经办人，因
为案件经办人腾不出手，
资产处置速度相对慢。现
在来了公证这个好帮手，
资产处理起来就快速多
了，在不动产腾空时就第
一时间请公证人员介入，
从物品清点，到执行过程
中的配合送达，再到标的
物交付见证，充分了发挥
公证的见证职能。更主要
的是，在这期间，公证人员
还协助制作大量的执行文
书，并负责送达。

据了解，公证机构送
达执行文书，这在全省公
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试点
中是一种创新，因为公证
的参与，鹿城区人民法院
在资产处置时创下了温州
速度：房产腾空后，只用 3
个工作日就可以将不动产
移交给评估机构评估，评
估完毕文书送达后，仅 3
个工作日就开展网拍。拍
卖成交后，公证司法辅助
出具过户法律文书，3 个
工作日送达解封并协助过
户，如果房子腾空了就直
接交付。司法网拍，原先
走一个流程就需要 20 天，
现在时间大为缩短，这样
的资产处置速度，在过去
是令人难以想象的，难怪
一网拍成功的当事人面对
采访，对这样的办事速度
连说“满意”。

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
务试点，大大减轻人民法
院工作压力，以鹿城区人
民法院为例，据统计，从去
年 10 月到今年 3 月 6 日，
温州市中信公证处公证人
员参与该院调解、送达、取
证、执行事务和提供司法
服务达到了 2013 件。在
参与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事
务试点中，公证处也得到
了发展。黄忠义说，公证
服务是法律共同体的一部
分，其参与人民法院司法
辅助事务，是公证服务推
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
度改革的有益探索，法院
以审判为中心，将执行、送

达等事务性的工作交由公
证机构这样的第三方来
做，让公证机构成为人民
法院司法辅助事务的重要
承接力量，也有利于促进
公证机构改革创新发展。

民生福利
给你想要的高效透明

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
务试点，最终获利的还是
老百姓。在采访中，相关
人士对这项试点产生的民
生福利进行了总结。

第一，司法处置显著
提速，购买司法拍卖的不
动产更加便捷，放心，出具
过户法律文书的时间更
短，不动产交付的时间大
为缩短。据了解，公证辅
助力量进来后，执行过户
文书送达时间从原来的七
天缩短到三个工作日内，
不动产、动产的处置交付
时间大大加快，直接促进
执行办案效率的提升。

第二，开展公证人员
参与诉前调解工作，缩短
了纠纷解决时间，减轻了
当事人诉讼成本。诉前调
解达成的追偿债款物品的
协议，经公证赋予强制执
行效力，可以不经过诉讼
直接成为人民法院执行依
据，减少了司法成本，提高
司法效率。今后，如果直
接赋予诉前调解协议以强
制执行效力，那么公证参
与诉前调解的社会效益将
更大。

第三，提高法院执行
工作透明度。公证参与人
民法院执行中的各项司法
辅助事务，起到了监督作
用，可以提高法院工作透明
度，打消当事人一些不必要
的疑虑，提高司法形象。

第四，为法院执行款
项资金提供公证提存服
务。人民法院在执行案件
中，因为找不到原告，一
些执行款无法给付到位，
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
后，开始尝试因领受人原
因而无法给付的执行款项
的公证提存业务，既解决
法院执行款的给付问题，
又最大限度保障了执行款
领受人的合法权益。目前
鹿城区人民法院已有 3 个
案例正在开展公证提存业
务试点。据介绍，今后还
可以在婚姻纠纷案例中就
抚养费给付试点公证提存
业务，比如离婚双方约定
孩子抚养费后，由公证机
构提存，按照约定时间给
付。

公证参与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事务试点

1加1，加出民生新福利
公证是预防性司法证明制度，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有其独特的作用。
据了解，因为立案登记制推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扩大及民商事案件管辖标准调整等原

因，大量的纠纷以诉讼方式涌入到基层法院，“案多人少”成为基层法院的常态。但在法官员
额制改革背景下，靠增加法官绝对数来解决问题成为不可能。为了化解“案多人少”的矛盾，
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开展公证参与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工作
的通知》，决定在全国部分省（市）开展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试点工作，以发挥公证在推进多
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中的职能作用，我市是此次试点城市之一。

试点以来，我市公证机构和人民法院开展深度合作，在双赢中为破解“案多人少”局面摸
索出了“温州速度”，为市民送上了司法新福利。 □陈彩霞/文 金胜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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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中信公证处公证人员参与鹿城区人民法院执行案件的证据保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