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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烨 通讯员 李
虹怡）在陷入民间借贷、买卖合同等
纠纷时，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往往是很
多人会选择的“双保险”。但值得注
意的是，因当事人未自动履行义务，
在司法确认案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
进入强制执行程序。这不仅挤占了
有限的社会调解资源和司法资源，还
增加了当事人的维权成本。对事实
清楚，有意愿履行义务，但当场履行
有困难的义务人而言，司法确认裁定
书可能被金融机构用作资信风控标
准，留下“信用污点”。

对此，北仑法院全省首创诉前
调解成功案件“延期司法确认”机

制，通过给予义务人不超过两个月
的履行“宽限期”，换得多方共赢。
昨天下午，北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了该创新机制推行5个月来
的成效。

所谓“延期司法确认”机制，是
指在案情简单、不存在虚假诉讼可
能，且义务人有诚信履行意愿和履
行能力，但当场履行有困难的情况
下，由调解组织引导其签署简式调
解协议，给予不超过两个月的履行

“宽限期”。
若义务人按期履行义务，则视为

双方自动撤回司法确认申请。若履
行期限届满后，经调解员和法院工作

人员督促，义务人仍未按期足额履行
付款义务，权利人可直接向法院申请
出具司法确认裁定书，法院依法审查
后出具裁定书，并开辟执行“绿色通
道”。

司法介入暂时让位当事双方的
良性信任，这看似区区两个月的“延
期”，充分将司法介入对当事人信用
情况的影响减至最低。

记者了解到，“延期司法确认”机
制推行初期多适用于民间借贷纠纷、
买卖合同纠纷等案情相对简单、义务
较为明确的案件，目前正逐步运用在
部分劳动争议、交通事故案件中。

记者采访得知，截至目前，北仑

法院已在96件案件中启用“延期司
法确认”机制，其中85件案件在期限
内自动履行完毕，11件经督促及时履
行完毕，诉前自动履行率达100%，无
一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这个机制有助于节约司法资
源，提高司法效率，也是为民便民的
重要举措，更是助推社会诚信体系建
设的重要力量。”北仑法院相关负责
人介绍，当事人按约定自动履行义务
的，法院还会将其纳入诚信履行名单
库，定期向合作银行推送“白名单”。

“白名单”中的当事人在办理“阳光履
行贷”等金融产品时，可获得相应的
优惠和便利。

本报讯（记者 褚笑寒） 10月
13日下午，争做中国好网民·2020
绿色网络文明进校园活动在镇安小
学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市委网信
办、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关工委共
同主办，市互联网发展联合会、宁波
日报报业集团都市报系承办。

据悉，今年绿色网络文明进校
园活动将举行绿色网络文明公开
课、“绿色上网 文明上网！我承诺”
校园签名等系列活动，并新增传统
文化的普及。主办方介绍，宁波是
网络大市，也是书香之城，希望青少
年能拥有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并
能通过互联网去感受、了解、热爱中
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优雅之美。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
以致远……”在启动仪式现场，镇
安小学的孩子们手拿竹简，带来经
典诵读《诫子书》。校长顾秋红介

绍，镇安小学从2010年开始实施
国学经典教育，传统文化教育是学
校品牌之一。随着绿色教育理念
的提出，学校紧跟“互联网+教育”
的时代背景，积极探索网络空间学
习方式的跟进。

据了解，绿色网络文明进校园
活动始于2016年。通过开展丰富
多彩的网络文化活动，进一步强化
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为青少年思想
道德教育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
境。4年来，在全市15所高校、近
600所中小学开展了师生喜闻乐见
的网络文化活动，直接参与师生10
万多人，影响覆盖网民1000余万
人次，培育了一批高素质、高水平、
敢担当、负责任的优秀网民，持续
掀起争做“中国好网民”热潮，为青
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和健康茁壮快
乐成长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给履行“宽限期” 换当事人“诚信空间”
北仑法院全省首创“延期司法确认”机制

2020绿色网络文明
进校园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林伟）国家公
务员考试历来是全国瞩目的“大
考”，被称为“国考”。10月15日开
始，2021 年度“国考”可以报名
了。其中，宁波的招录职位84个，
招录人数为151人。相比去年的
220多人，招录人数明显下降。

和前几年一样，宁波招录的
职位主要涉及海事、税务、海关等
部门，共招录140多人。此外，还
有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
位，包括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
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宁波监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的7个职位，
共招录8人。

报考者可登录国家公务员局
门户网站（http://www.scs.gov.cn）
和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1年
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http:
//bm.scs.gov.cn/kl2021）查询招录
部门、招录职位信息、招录政策、招
考公告以及咨询电话等情况。

根据日程安排，此次“国考”的
网上报名时间为：10月15日8:00
至10月24日18:00；公共科目笔试
时间为：11月29日在全国各省会城
市和个别较大的城市同时举行。中
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中国证监
会及其派出机构特殊专业职位和公
安机关人民警察职位专业科目笔试
时间为11月28日下午。

国家公务员考试今起报名
包括参公事业单位在内，宁波共招录151人

镇安小学学子带来经典诵读镇安小学学子带来经典诵读《《诫子书诫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