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1日，洪泽区法院老干部党支部全体党员
及该院部分党员干警代表，来到苏皖边区政府旧址、
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史陈列馆开展“追寻红色足
迹 赓续红色基因”主题党日活动。 （王婷熠 陈茜）

动 态新闻

“一波三折”化纷争
——淮阴区法院诉前调处358户村民土地租金纠纷纪实

为进一步发挥人民法庭

贴近基层的优势，减轻当事

人的诉累，近日，清江浦区法

院清河新区法庭将庭审搬到

辖区清河街道河畔路社区，

现场集中审理三起劳务合同

纠纷案件，开展巡回审判。

此次审理的是沈某等3

名职工向某建筑公司追索劳

务报酬纠纷一案。庭审中，

审判长杨新红释法明理，缓

解当事人情绪，协商还款事

宜。双方当事人就事实和程

序充分发表意见，并进行了

最后陈述。法庭宣布休庭，

择期宣判。

开展巡回审判进社区活

动，既是司法为民的生动体

现，也是化解矛盾的内在需

求。该院将继续大力推进巡

回审判，把法治课堂开到群

众身边，真正达到审理一案、

教育一片的效果。

（李梦莲 孔冬冬）

清江浦巡回审判解民忧

日前，金湖县法院举行

“建功新征程”主题演讲比

赛。选手们用真挚的情感、

生动的语言“向党诉说心里

话”。最终，徐晨越、王永久

等5名干警分别获得一、二、

三等奖。

比赛中，来自全院不同

部门的11名选手结合工作

实际、入职经历，话初心、谈

感想、抒情怀。“身处繁华盛

世，恰逢最美青春。”审管办

参赛选手徐晨越认为，作为

新时代中国青年，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他深感重任

在肩，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只要心有所向往，他不惧

道阻且长。“全面依法治国关

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

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

久安。”民二庭参赛选手王永

久誓言，在今后的工作中踔

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成为

党和人民所需要能倚靠的忠

诚干净担当的政法干警，用

法治之笔答好时代之卷，让

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

义就在身边。

比赛现场，选手们深情

地讲述了他们对党和国家的

热爱，诠释了新时代优秀法

院人忠诚的政治品格、深厚

的为民情怀、坚定的法治信

仰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

更展现了优秀青年干警奋发

向上的精神面貌和锐意筑梦

的青春风采，赢得在场观众

的阵阵掌声。

市法院党组成员、政治

部主任朱介进，金湖县委宣

传部副部长郭军、妇联主席

潘玮作为特邀评委出席比

赛。

（伍晓伟）

金湖县法院

举行主题演讲比赛

为进一步服务龙虾产业

发展，构建龙虾产业的平安

法治环境，近日，盱眙县法院

党组成员、审委会专职委员

周婷一行专程到盱眙县龙虾

养殖行业的龙头企业——江

苏盱眙龙虾产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进行调研，共商法护

企业发展路径。

调研中，周婷深入了解

盱眙本地“虾稻共生”产业的

经营规模、生产流程、销售模

式，详细询问企业在涉龙虾

产品产、供、销方面存在的困

难，对生产营销过程中合同

签订、履行和风险分担等法

律问题提出建议，特别对与

龙虾相关的订单农业、产品

深度加工等方面，提醒企业

要依法有效地防范经营中的

法律风险，并表示，法院将继

续在法护企业优化营商环境

方面，提前介入，防患于未

然，为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

法律服务。

(费尤祥 左泉)

盱眙县法院

为龙虾产业健康发展“支招”

“被拖欠这么久的土地租金，终于拿回来了，还是你们法官有办法！”62岁的王老汉拿
到租金后，紧紧攥着淮阴区法院立案庭庭长王晓峰的手，激动地表示感谢。

通过少数案件调解，实现群体性案件集中办理，一起涉及1200多亩土地的土地租金纠
纷批量案件最终得以顺利解决。这个皆大欢喜的结果背后，调解过程可谓一波三折。看到
当事人终于拿到钱，王晓峰心里那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武国进）

“王庭长，这里有38户农民起诉要

求给付租金，总计5万多元，金额都不是

很大，您看是不是要将诉前调解程序走

一下？”淮阴区法院立案庭书记员谭璐拿

着38份起诉书向庭长王晓峰询问。

“38户纠纷，也算集体诉讼了，数额

都不大，按照规矩分流，进行诉前调解。”

王晓峰嘱咐道。

今年8月份，淮阴区法院立案庭收到

一批38户农民请求给付土地租金的起

诉书。按照诉前调解程序，案件分到了

该院退休法官、现为人民调解员的周海

兰手中。

周海兰接手案件后，看到涉及的案

件金额5万多元，钱并不多，有达成诉前

和解的希望，便主动联系了村民。

“白纸黑字签的协议，说好的该多少

钱就多少，我们还有那么多村民的土地

一直给他用着呢！”

“就是的，还有几百户村民呢，不给

我们钱，我们就去政府门口喊冤，农民容

易么？政府就不管了？”

……

在调解现场，村民你一言我一语，情

绪十分激动，周海兰也敏锐地感觉到，这

38件案件可能是“冰山一角”，处理不好

很可能引发群体事件，如果真的是几百

户的话，欠付的土地租金累计起来数额

也不小。在安抚群众情绪后，她立即将

了解的情况向王晓峰进行汇报。

“这38户可能就是个开头，后续估

计会有不少案件出现。”王晓峰也隐约感

到其中可能存在的隐患，当即决定去涉

案土地所在村现场调查。

“这个事一共牵涉到 358户农户、

1200多亩土地。村里把土地流转来流转

去，现在都不知道找谁要钱，我们实在没

有办法，还请你们法官给我们主持公道！”

一名村民代表向王晓峰一行说了事情的

大概，情绪比较激动。“300多户！问题果

真没有那么简单！”王晓峰和周海兰顿时

感受到了压力。

●从38户到358户，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这事确实牵涉到358户农户、1200

多亩土地，欠付的租金大概在70万元左

右。说实话，村民每天都到村委会要钱，

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村委会高书记无

奈解释道。

“那这个土地到底是谁租的？”周海

兰问。

“这个事情就有点复杂了！2015

年，一家家庭农场承租了我们村连片的

土地，起初都是好好的，后来因为这样那

样的原因无法继续经营，有500亩土地

还撂荒了半年。因看着实在可惜，所以

村委会就接手了。村委会经营了两年

后又转包给现在的这家家庭农场。现在

村民向我们村委会和原来的农场要钱，

事情越闹越大，有些村民就向你们法院

起诉了！”

“现在到底欠付多少租金？”王晓峰

焦急地问。

“前两年的租金，村里接手后已经给

付每亩每年700元的租金，按照合同价

格还应当给村民每亩地200元的差价，

差不多有47万多元。另外，在500亩土

地撂荒的半年，农场没有给付租金，大概

有22万多元，所欠租金总计要有70多万

元。”该村会计解释道。

“70多万元？那对此原来的农场是

怎么说的？村里有没有解决方案？”王晓

峰接着问。

“哎，别提了，原来的农场主还把我

们村委会给告了，说土地原来是900元

每亩，为什么村委会就给了农户700元

每亩，导致村民反复去找他要钱。但是，

毕竟村民手里的合同是跟他签的，就应

该找他要。”村委会高书记无奈地说。

“也就是说，村民同农场签订了租赁

合同，后来村委会接手种植，经营不下去

以后又转给了另一家农场，是这样吧？”

“没错！”高书记答道。

弄清了事情其中的法律关系，王晓

峰和周海兰心里总算对如何解决问题有

了眉目。

●从5万元到70万元，环环相扣，这个钱到底谁来出

第二天，王晓峰和周海兰再次到村

委会协商解决问题。这次，他们提前联

系了原来的农场主叶某。

“500亩地当时是撂荒了，地我没种，

我为什么要给钱？”叶某一开始态度极为

强硬，并向法官讲起承包土地这些年，其

间土地租金、种子、化肥、农药、人工劳务

费等费用支出，不停地倾倒肚中的苦水。

“地是不是村民承包给你的？你种

不种跟村民有什么关系？就算你不种，

也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租金一定要按

照合同给。”王晓峰首先对其批评道。

“您说的有道理，但这500亩土地半

年的租金就要20多万元，村委会欠付农

户的土地差价，我就更没有办法了！”叶

某也知道自己不在理，委屈地说。

见农场这边有所松动，王晓峰又对

该村村干部进行释法。近两年，原家庭

农场没有实际占用土地进行种植，虽然

村民手里的合同是同农场签订的，但是

村委接手后实际进行了经营，也取得了

经营收益，因此这两年200元每亩的土

地租金差价应当由村里来负担。

面对王晓峰和周海兰的释法，村委

会高书记表示愿意承担两年的土地租金

差价。

既然法律关系已经明了，双方都有

所松动，王晓峰找到村民代表和农场主、

村委会干部等一起协商解决方案。

经过一天的协商，初步的调解方案

最终制定了，由村委会负担 2 年每亩

200 元的土地租金差价，共计 47万余

元，村委会分3年履行，给付给农户。就

“撂荒”的500亩土地的半年租金，考虑

到实际经营情况和农场主经济能力，村

民代表最终同意对半打折，由农场主交

付租金到村委会，村委会代为向农户进

行发放。

“每家农户可能损失百十元钱，但

是只要能够把事情解决，最终把钱拿

到，我相信大部分村民会同意的。”村民

代表说。

●地没种，凭什么找我要钱

既然有了调解方案，调解协议就必

须尽快签订。但就在第三天的协议签订

现场，又发生了变故。

“法官，我想想还是不同意少给租金

的方案，我土地租出去，至于利不利用以

及怎么利用，不应该影响我应得的租

金！我们几个认为，农场应当足额把土

地租金交给给我们！”在现场的农户中一

名年轻人说。

“大刘，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们每

户损失平均也就百十元钱，农场经营好

的时候也没有欠我们租金，这不是遇到

难处了吗，我们让一步，给人家个喘息机

会，大家都不容易。”村民代表劝说。

“调解，是为了案结事了。今天，我

们的农户作出了让步，你一定要记住这

次教训，下次要量力而行，经营困难了就

应该早早把土地还给大家，也不至于造

成撂荒，可惜了土地，也让大家租金受到

损失。村民们作出的让步是一种情分，

你一定要记在心里。”王晓峰对原农场主

叶某说。

最终，首批38名农户顺利签订了调

解协议，剩余的农户也陆续到村委会签

订协议，涉及358户、1200多亩耕地的土

地租赁纠纷得以妥善解决。另外，为避

免再次出现土体租金给付不及时、村民

个体与种植大户签订合同致多头索要、

维权困难等问题，在法官建议下，农户们

与村委会签订了新的承包合同，由村委

会集中统一管理、发放土地租金，让村民

吃下了“定心丸”。

“在办理这起案件的时候，遇到了一

些困难，调解过程也是一波三折，但好在

最终能够以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解

决，我们也感到很高兴！”成功协调案件

后，王晓峰、周海兰感慨而欣慰地说。

近年来，淮阴区法院充分利用“‘五

共五强’法治示范村建设”平台，构建

“多位一体”类案解纷模式，通过“诉前

调+访民情+铁脚板”，着力把涉农纠纷

化解在萌芽、吸附在基层，为服务乡村

振兴提供了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据

统计，今年以来，该院诉前化解纠纷

7682起，调解成功率达86.64%，诉前调

解、源头解纷正成为淮阴一道亮丽的

“‘枫’景线”。

●这个方案不同意！调解现场再生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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