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案登记制实施首日
一律师带拉杆箱立案208起
立案审查不再成诉讼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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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法官提示须防止
“滥诉”

昨天是全国法院实施立案登记制改
革的首个工作日。从昨天起，北京市各级
法院将全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当天
北京三级法院共接待立案群众 3005 人，
当 场 立 案 1963 件 。 其 中 一 名 律 师 用 拉
杆箱带着 208 起案件的起诉材料来到朝
阳法院，耗时 9 小时立案 208 起。

材料准备齐全
10 分钟立案
昨天上午 9 点 05 分，
第一位行政案件立案者冀
先生坐到了四中院立案大厅的二号窗口前。
冀先生说，他是丰台一家公司的法人，2013 年
8 月，丰台区政府在没有出示任何有效法律文书的
情况下，将他公司近 1200 平方米的办公用房拆除，
他们损失达五六百万。从 2013 年 9 月至今，
他先后
去过多家法院立案和反映情况，要求确认政府行政
行为违法，
程序违法，
但都没立案成功。
昨天是冀先生第三次来到四中院，前两次，在
法官的导诉之下，他补齐了自己的立案材料，在立
案窗口，法官建议其将诉讼请求分为三个案件，冀
先生接受了法官的建议。
9 点 20 分左右，冀先生交完 50 元的立案费。
接待冀先生的法院工作人员表示，冀先生的材料
准 备 相 对 充 分 ，申 请 符 合 立 案 要 求 。 从 递 交 材
料、初步审核到缴费，冀先生用了大概 15 分钟的
时间。
而在东城法院，
88 岁老人周先生起诉某银行归
还自己 16 年前买的 2.05 万元证券以及挂在基金账
户上的 9500 元的本利。法官看到老人提交的起诉
书上被告名称和起诉案由都有问题，接收诉讼材料
的同时向老人发放了立案补充、补正材料一次性告
知书，
并告知其补交材料的期限为 30 日。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在材料齐全的情况下，大
概 10 分钟左右就能完成一次立案。
据东城法院法官介绍，以前诉状存在形式上的
问题或起诉材料不全的，法院暂不接收诉状，待补
正符合要求后再接收。实行立案登记制以后，所有
的起诉都接收起诉状。对于不符合立案条件的起
诉，应发送书面一次性告知书，告知当事人在指定
期限内补正。
昨天北青报记者从北京高院获悉，截至昨天下
午 3 点，北京三级法院共接待立案群众 3005 人，当
场立案 1963 件，发放一次性补正起诉材料 257 份，
出具接收起诉材料清单 1644 份。

立案审查
不再成诉讼门槛
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改革法院
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
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
必理，
保障当事人诉权。
之后立案登记制改革稳步推进。今年 4 月 1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
见》。最高人民法院 4 月 15 日印发该意见，改革人
民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
制，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
理，
保障当事人诉权。根据规定，
《意见》将于今年 5
月 1 日起全面施行。
此前，我国法院案件受理采取的是立案审查
制。法院在受理案件的过程中，对当事人的起诉是
否符合条件进行审查，而后决定是否受理。根据
《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符合“有直接利害关
系”
、
“有明确被告”
、
“有具体请求和事实理由”
、
“属
于法院受案范围和管辖权”等四个条件的起诉方可
受理，
否则不予受理。
案件当事人提交诉状后，经审查符合这些起诉
条件的，法院才予以立案受理，进入诉讼程序。否
则法院有可能拒收诉状，不予立案，诉讼程序便无
从开始。由此可以看出，立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诉
讼环节。但法院立案难一直是公众关注的问题，以
行政诉讼中比较常见的申请信息公开案件为例，
2013 年由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等单位
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大概八成涉及政务公开的起
诉遭到驳回。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兴梅此
前曾在贵州某基层法院从事过多年法官工作，在她
看来，法院出现立案难有法院自身受制于案件、人
员、行政干涉的原因，比如一些法院不好处理的案
件，但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立案审查有时候
好像变成一个门槛。
据东城法院副院长薛峰介绍，立案登记制禁止
了法院在法律规定之外执行任何“土政策”。以往
以案件疑难复杂、影响地区稳定为由不接收诉状，
接收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或者“不立不裁”，不在
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等暂缓立案的做法在立案登
记制下将被严厉追责。

昨天，第一位行政案件立案者冀先生在立案大厅窗
口前立案

吕律师用行李箱带着 208 件供暖纠纷案件的诉讼材料来法院

一律师立案 208 起
昨天上午汇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吕中旭来到朝
阳法院，他一人当天立案数量便达到了 208 起，耗
时 9 个小时。
这 208 起案件起诉状原告均为北京市铭泰热
力供应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均为望京地区大西洋新
城的业主。吕中旭说，这些业主拖欠热力公司供暖
费，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取暖工作，损害了原告的合
法权益。他说这 200 多起案件中拖欠供暖费最少
的为 2000 余元，最多的则拖欠 4 万余元，全部案件
拖欠的供暖费用总计 130 万元左右。
“并没有刻意挑选今天，”吕中旭说，他了解今
天是立案登记制实行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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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时 9 小时

案件他自去年 9 月就开始整理材料，五一节前夕整
理完毕，恰好赶上了立案登记制实施的第一个工
作日。
“ 近 4000 页纸呢，”吕中旭说，早上 9 点半他
拎着一个旅行箱来到法院，箱内装有 208 起案件
的起诉材料，每一起案件的起诉材料大约有 15 到
20 页，所有案件使用纸张近 4000 张。昨天下午 6
点半，在朝阳法院法官的帮助下，吕中旭耗时 9 个
小时，终于办完了所有案件的立案手续，并拿到了
208 张缴费单。
虽然吕中旭称其并没有刻意挑选今天前来立
案，但他坦言立案登记制还是使案件受益，
“200 起
案件立案都非常顺利。
”

立案登记后仍会审查
北京四中院是全国首批跨行政区划法院和本市
首批整建制改革试点法院，
自建院伊始就落实中央改
革部署，
在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立案中全面贯彻落实
立案登记制。
四中院立案庭庭长石东弘告诉北青报记者，
在逐
步落实立案登记制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存在一些问
题，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当事人对立案登
记制存在认识误区。当事人普遍认为立案登记就是
简单的登记手续，
无需任何立案审查，
即可立案。
但实际上，
无论是此前的立案审查制度，
还是目
前的立案登记制度，
两者在立案前都需要进行形式审
查和实质审查。两者不同的是，
立案审查对实体方面
审查的比较多，
比如对证据的审查就比较严格。
“立案
登记制改革后，法院对当事人的起诉不进行实质审
查，
仅仅对形式要件进行核对。因此，
案件进入审判
庭后，
审判法官就要做大量前期准备工作，
对案件进
行进一步的审查。
”
海淀法院副院长张弓说。
据了解，
目前推行的立案登记的具体做法是：
对
提交的起诉状、诉讼材料符合形式要求和起诉条件
的，
当场登记立案；
明显不符合起诉条件的，
向起诉人

进行诉讼指导，
如仍坚持起诉，
7天内作出不予受理裁
定；
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条件的，
接收材料、
开出收
据并在 7 天内决定是否立案；
起诉状内容欠缺、起诉
材料不全的，
一次性书面告知需补正的内容及期限，
起诉人按期补正后登记立案。
“在起诉立案前进行审查是必要的，
法院不可能
将所有起诉都纳入立案。因为根据法律规定，
一些无
法达到法定立案条件的案件即使推行了立案登记制
度同样不能立案。但是法院会对起诉人出具书面的
不予立案裁定书，
这样会让起诉人更加信服，
清晰明
确地知道法院为何不予受理自己的案件。
”
一名一直
在关注北京法院改革的学者表示。
北青报记者查询发现，
根据《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
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
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
违法起诉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
的、
涉及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危害国家安全的、
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
破坏国家宗教政策的、
所诉
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
这6类案件法院将明确不
予登记立案，
“但对这些案件法院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不收
材料或者不答复，
都会做出回复。
”
这名学者称。

民告官案件或
“井喷”
值得注意的是，在 5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的新《行
政诉讼法》中，立案登记被直接写进了法条，一些律
师学者估计，立案登记制度的实施，或许会使“民告
官”
案件出现
“井喷”
现象。
在原来的立案审查制下，许多“民告官”案件符
合法定条件却不能得到受理，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受
诉法院以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
围为由不予受理。即便受理也尽量通过协调或说
服撤诉等方法处理，造成众多纠纷无法立案进入行
政诉讼途径，相关的信访总量长期居高不下，有时
还会引发一些极端维权行为。

而根据新的《行政诉讼法》规定，
法院在接到起诉
状时对符合规定的起诉条件的，
应当登记立案。民告
官案件将成为受立案登记制度影响最大的一类案件。
四中院的一组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点。2014 年
北京市行政案件立案率为 30%左右，而四中院仅
2015 年 1-4 月行政案件立案率为 71.2%；2014 年
全年以区县政府为被告，最后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
216 件，而 2015 年 1-4 月，仅四中院立案的 286 件
以区县政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中，除裁定不予受理
的 31 件外，进入到审判程序的便达到 255 件，是去
年全年该类案件的 1.18 倍。

立案登记后要防止滥诉
据北京法院多名法官估计，
随着立案登记制度的
实行，
立案门槛会降低，
同时这也会增加立案泛滥的隐
患。
“滥诉、
恶意诉讼会给审判庭带来巨大负担，
浪费司
法资源，
甚至衍生出新的矛盾。
”
四中院一名法官表示。
以四中院为例，该院受理的大部分为行政诉讼
案件，
在行政案件中，
政府信息公开类案件占较大比
例。有的申请人超过必要合理限度，滥用政府信息
权，诉权，提出与自己生产生活无关的信息公开申
请，又以相同相类似的诉讼请求，明知无正当理由，
反复提起诉讼，
导致行政、
司法等公共资源被浪费。
一名法官告诉北青报记者，在运行立案登记制
度后，曾经有诉讼人在法院一个人就起诉了 100 多
件行政诉讼案件，
“ 这个很难说他是不是存在滥诉
行为，对这种行为，法院只能增加审查的力度，不能
不给他立案，
这是法律不允许的。
”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康凯认为，立案登记
降低了诉讼的门槛，可能很多当事人都会将维权的

希望寄托在法院身上，寄希望于通过司法来寻求公
正，滥诉的情况非常有可能会出现。但在司法改革
的大背景下，法官数量是固定的，庞大的立案数量
和有限的审判资源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矛盾。
“如
何处理这种矛盾除了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摸索，还需
要进行一些制度上的设计。
”
作为改革试点院，四中院在这方面也进行了一
些探索。石东弘表示，四中院设计了诚信诉讼承诺
书，要求当事人立案阶段签署诉讼诚信承诺书，承
诺书明确告知当事人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
诉等行为的法律后果。此外还建立滥诉人员清单，
对于起诉缺乏诉的利益，诉讼目的不具有正当性，
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的起诉人，滥用诉权引起程序空
转，导致司法资源浪费，增加对方当事人诉累的，并
被多次驳回起诉的当事人，列入滥诉人员清单。
“对
他们提起的诉讼，应当进行严格的立案审查，不适
用先行立案的登记制度。
”

“也不能全部都推给法院，”吕中旭表示，有些
物业或者热力公司不愿意得罪业主，往往直接起诉
业主将案子推给法院，
“ 北京一年估计产生几万起
供暖纠纷，如果全部立案法院工作压力很大，也占
用了太多的司法资源。
”
“我们也想方设法尽量少占用司法资源，”吕中
旭说，铭泰热力公司与大西洋新城小区业主的供暖
纠纷大概有一千多起，经过律师等相关人员与业主
进行沟通协商，大约 70%的业主已经同意交纳拖欠
的费用。
“ 一般可以协调的纠纷并不起诉。”由于仍
有一些业主始终拖欠供暖费，热力公司最终还是将
200 余户业主告上法庭。

对比

立案登记制
带来的 6 大变化
变化 1 当事人来法院起诉、
自诉
以往：法院可能暂不接收起诉状、待决定立案
之时才接受诉状或不接收诉状。
现在：法院初次收到起诉状应一律接收，出具
书面凭证并注明收到日期。
变化 2 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起诉、
自诉
以往：
口头告知当事人，
补正不限定期限。
现在：口头释明的同时，应发书面一次性告知
书，
告知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补正。
变化 3 关于敏感性纠纷的起诉
以往：实践中因非正常上访引发的起诉、以中
央机关或其工作人员为被告的起诉、涉及国家某方
面政策的起诉、涉及历史遗留问题的起诉等通常被
视为敏感性纠纷，起诉材料可能被搁置不予处理或
“不立不裁”
。
现在：敏感性纠纷仅被限定在“涉及危害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国家安全、破坏国家统一和
民族团结、破坏国家宗教政策的”事项上。如果法
院对当事人起诉裁定或者决定不予受理、不予立
案，应出具书面裁定或者决定，载明理由。当事人
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或者申请复议。禁止不收材
料、
不予答复、
不出具法律文书。
变化 4 立案时限的起算点
以往：立案时限从通过法院立案审查、接受起
诉书开始计算。
现在：法院收到起诉状应一律接收，出具书面
凭证并注明收到日期；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一
次性书面告知在指定期限内补正。当事人在指定
期限内补正的，人民法院决定是否立案的期间，自
收到补正材料之日起计算。人民法院在法定期间
内不能判定起诉、自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
先行立案。
变化 5 不再要求先交费后立案
以往：当事人交费是法院立案的前提，先交诉
费才能立案。
现在：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自诉，人民法院
应当当场予以登记立案。登记立案后，当事人未在
法定期限内交纳诉讼费的，
按撤诉处理。
变化 6 关于责任如何追究？谁来追究？
以往：当事人投诉的渠道虽多，但哪个部门实
际负责办理投诉和追究什么责任并不明确。
现在：明确规定了对于法院未依法登记立案时
当事人的投诉渠道、法院监察部门的查处职责以及
构成违法违纪的立案人员和主管领导的相关责任，
甚至可追查到渎职犯罪等刑事责任，形成强大倒逼
机制和威慑力。
本版文/本报记者 李铁柱 杨琳 孔德婧
实习记者 孙惠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