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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 动 微 法 院 ” 和 “ 市 监 联
连”的牵手，在涉企法律文书送达
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是，法律
文书送达难的问题要得到彻底解
决，仍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需
要从立法层面、司法层面、社会层
面来解决。

业内人士建议，首先要加强普
法。通过日常法制宣传活动，加大
对法律文书送达的解释工作，让受
送达人明白，签收送达文书不仅是
对法律的尊重，更是对自己权利的
保障。只有及时签收送达文书，才
能有足够的时间收集相关证据并进
行答辩，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不

受侵害。
其次，应不断拓展送达渠道和

方式。如加强与移动、联通、电信
三大运营商的沟通，打造一张送达
网络，通过对当事人的姓名、身份
证号码和手机号码的比对，实现精
准送达。

再次，健全完善与送达相关的
法律规定。如适当缩短公告时间、
扩充电子送达文书种类；适当缩小
留置送达的限制，对受送达人无理
拒绝接收的，送达人员应当向当事
人讲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详
细经过，将文书留置在应送达场所
即可视为送达。 （董小芳）

破解送达难，还需多方努力

我市法院系统一直在积极探
索有效缓解送达难的途径，提升
审判质效。

前不久举行的市委十三届八
次全会上提出：要加快形成 15
项具有中国气派、浙江辨识度、
宁波特质的重大标志性成果，其
中就有“建成口碑一流的营商环
境优秀城市”。

以此为契机，市中级人民法
院积极与市市场监管局、市发改
委、市委深改办等部门协商沟
通，最终与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出
台了 《关于推进企业等市场主体
法 律 文 书 送 达 工 作 的 实 施 意
见》， 通 过 “ 移 动 微 法 院 ” 和

“市监联连”互联互通，打破部
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建立针对企
业的法律文书电子送达新路径。

“移动微法院”是一款集在
线立案、送达、调解、开庭、执
行等功能于一体的微信小程序，

目 前 宁 波 地 区 用 户 已 达 149432
人；“市监联连”微信公众号是一
个基于法人数字证书可信认证的政
企服务平台，是企业年报申报和政
企消息互通的主要渠道，至 2019
年底我市已有 383671 家企业“入
驻”，占全部企业的 95%。

二者“牵手”后，法官在“移
动微法院”中选择相关案件，点击
文书送达，选择“市场监管局送
达”，即可在协助送达页面中，看
到企业在“市监联连”中已确认的
法律文书电子送达地址，或企业注
册登记的电子地址。点击发送，企
业的法定代表人就能在微信上接收
到“市监联连”微信公众号向其推
送的法律文书。

完成诉讼文书有效送达的，系
统将即时生成包含送达时间、送达
地址、送达文书名称等信息的电子
送达凭证，发送至“移动微法院”，电
子送达凭证具有送达回证效力。

7 月 21 日，海曙法院向一家本
地企业成功送达了首份通过该路径
流转的法律文书，从法官点击发送，
到收到电子送达凭证，仅用时10秒。

这种新路径，既在涉企法律文
书送达上有了新突破，还有助于市
场监管部门加强对注册企业的精准
管理。

“对于无法送达、无法联系的
企业，我们将依法列入企业经营异
常名录，并向社会公示。同时，我
们还可以借此实时监测企业的涉诉
情况，以不断充实完善市场监管部
门关于企业的信用评价体系。”市
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此外，“市监联连”通过向其
注册用户推送告知信息，引导企业
在线确认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积极
主动认证确认，也是企业诚信经营
决心的展示。

“ 主 动 确 认 法 律 文 书 送 达 地
址，体现了我们企业诚信经营、合
法经营的决心。这样的诚信行为，
会使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也会更好
地推动我们企业自身的发展。”鄞
州康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曹伟英说。

探 索

一次“三赢”的牵手

法官在“移动微法院”上选择“市场监管局送达”，点击发送，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就能在微信上接收到“市监
联连”微信公众号向其推送的法律文书。

“移动微法院”牵手“市监联连”,通过数
据互通开启涉企司法送达新通道——

让司法送达难难
不再难难

记者 董小芳

作为司法审判过程中不可逾越的一道程序，送达在审判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直接关系到案件能否正常审理、裁定结果能否及时传达、当事人权利能否得到有效维护。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送达难一直是困扰基层法院的老大难问题，当事人提供的地址

不准确、下落不明、逃避送达、拒收法律文书等现象频频发生，使得送达工作陷入窘境。

7月 21日，市中级法院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手，举行“移动微法院·市监联连”互通启

动仪式，通过数据互通，开启我市涉企司法送达新通道，有力助推老大难问题的解决。

送达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定方
式，将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送交当
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一种诉讼
行为。它贯穿立案到执行的全部诉
讼环节，涵盖了民事、刑事、行
政、执行等所有类型的案件。

但是，记者在基层法院采访时
发现，送达难已成为制约审判质效
的一大因素。

在北仑法院去年受理的 一 起
企业间借贷纠纷中，因原告被告
双方争议较大，原告申请财产保
全，法院依申请采取了相应保全
措施。

因本案涉及第三方一某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北仑法院依法向该公
司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但是，无论
是通过邮寄方式向该公司注册地及
实际经营地送达，还是委托公司注
册地的法院送达，均未成功。最
终，北仑法院只能进行公告送达，
案件审理周期延长，导致财产被保
全的相应周期也延长，对被告的生
产经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样的情况，在甬上基层法院
并不鲜见。

海曙法院受理的一起案件中，
被告的工商登记地为北仑某地，合
同中填写的经营地则是某商务楼。
法院依法向上述两个地址邮寄送达
后均被退回，遂上门送达。法官实
地走访后发现，被告虽注册在北仑
某地，但并无经营场所，而合同中
记载的被告实际经营地也早已人去
楼空。最终，法院通过公告送达，
缺席审理并判决，审结了该案。

这起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法

院启动对被告名下的财产处置工
作，此时被告出现，并以程序违法
申请再审，要求暂缓处置财产。虽
然被告的再审申请被驳回，但造成
原告实现债权周期延长，对原告生
产经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司法实践中，尤其对基层
法院而言，送达难已成为困扰法院
的一大难题。一个案件从立案到结
案，有时送达时间就要占据整个办
案时间的三分之一，而对于被告拒
不配合或下落不明需要公告送达的
案件来说，过程更为漫长。”市中
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甬
上司法实践来看，送达难主要表现
在当事人提供的地址不准确、下落
不明、逃避送达、拒收法律文书、
外出务工人员无固定地址和联系方
式，以及受送达人的家属和基层组
织不配合等几个方面，甚至有些当
事人恶意提供虚假地址。

送达难既延长了办案周期，也
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尤其在
以企业为被告的部分民商事案件
中，送达难不仅可能对原告方正常
生产经营带来一定的影响，而且还
可能对我市整个营商环境产生一定
的负面影响。

“此类纠纷，在以企业为原告
或被告的案件中，多集中在金融借
款、企业借贷等领域。因送达难、
诉讼周期延长，从而对当事双方生
产经营产生一定影响的并非个例。
而且，‘耽误’了权利人合法利益
的及时实现，对法院的司法形象也
会产生一些影响。”采访中，基层
法院法官告诉记者。

现 状

送达难是个“老大难”

我国 《民事诉讼法》 明确，送
达的方式包括直接送达、留置送
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转交送
达、公告送达等 6 种。

既然有如此多的途径，为何
“送而难达”仍然不鲜见？

在基层法院采访时，不少法官
告诉记者：“邮寄送达是使用率最
高、适用面最广、效果最好的送达
方式，但面对无法找到当事人、家
属拒收等情况，我们也无可奈何；
留置送达见证人很难找，即使找到

分 析

“送而难达”为哪般

了，很多人怕被报复或者抱着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
不愿意配合签字；委托送达、转
交送达，没有强制机制约束，帮
不帮忙全看个人，我们也不能强
制别人一定要送达。”

归纳一下，“送而难达”的
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当事人因素。除了一些
当事人确因工作、生活变动，导
致法院无法在第一时间获悉有效
送达地址外，有些当事人是在主
观上故意拒绝，导致送达难。如
有些当事人因缺乏法律常识，担
心签收法律文书会对自己不利，
希望以未曾收到为由进行抗辩，
逃避法律责任；还有的当事人则
是存在一定的主观恶意，认为只
要不签收送达文书，不去法院应
诉，就能拖着原告，让原告无可
奈何。

“在实践中，经常出现受送
达人未离开住所地，但是躲避法
院直接送达、邮寄送达，导致法
院穷尽其他送达方法仍然无法送
达的情形。”法官说。

二是法院因素。主要依靠原
告提供被告送达地址，弊端重

重。被告经常会因自身职业变化、
外出务工、住所搬迁等，导致地址
更迭。起诉时，原告按照要求提供
的被告户籍证明或工商登记证明上
所载的地址，有时与被告实际居住
地或经营地不一致，从而导致“送
而难达”。

“根据法律规定，送达权归属
于人民法院。但是，法院原本就案
多人少，送达又往往要耗费大量的
人力、财力、物力，难以形成专门
的保障，对于法官、当事人而言，
都是劳心劳力。”法官无奈地说。

三是法律因素。以留置送达为
例，虽然相关诉讼法规定“送达
人应邀请有关组织或者受送达人
所在单位代表到场并在送达回证
上签名或者盖章”，但由于是义务
性协助，并无强制力，致使有关组
织或个人协助送达的积极性不高，
产生“事不关己”的消极态度，不
敢也不愿做送达见证人，或者虽然
到场却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盖
章。

再比如，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委
托送达的期限和法律责任，出现被
委托法院长期不送达拖累委托法院
诉讼的情形。

“移动微法院·市监联连”互通启动仪式。 本版供图 市中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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