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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涉讼信访概念的法律性价值
裴小梅
（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2）
要： 涉讼信访概念是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4 年 4 月在全国法院涉诉信访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
的，但实务部门乃至理论界至今没有对这一概念进行严格的法律界定并做出正式的解释。 介于涉讼信
摘

访实践和研究中出现的术语混乱，以比较的视角对信访研究中出现的相关概念进行分析，找出各概念彼
此间的独立性特征，厘清各概念之间的关系，界定涉讼信访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在此基础上探析涉讼
信访概念的法律性价值，以期为涉诉信访的实践运作和理论研究提供现实依据和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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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信访现象日趋复杂，信访概念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修正之中。到目前为止关于信访的概念依
次经历了从信访、涉法信访、涉法上访、涉法涉诉信访到涉诉信访和涉讼信访的演变轨迹。 信访概念多
元化、精细化的同时也给研究者提供了理论研究的契机 。 正如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所指出的那样：
［1］
“概念是解决问题所必需的工具，没有严格专门的概念，我便不能清楚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 。”
长期

以来，实务部门一直存在着“涉诉信访”和“涉讼信访”的习惯化、口语化的交汇，有着广义和狭义概念的
纷争，对涉讼信访概念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对于涉讼信访的规范化 、法制化具有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
一、涉讼信访概念的独立化进程
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涉讼信访 ，但在实践中，信访及其衍生概念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历史和文
化关系，为此要对涉讼信访的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 ，把握其本质特征，我们就必须将其与信访、涉法信
访、涉法涉诉信访等概念加以明确地区分 。
( 一) 信访———涉讼信访概念的本源
信访自古有之，源远流长。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信访的内涵与外延、结构与功能也在不断演变和
扩展。信访一词最早出自于 1951 年 6 月 7 日政务院所颁布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
定》之中，该决定对人民的来信来访的表述为“各级人民政府对于人民的来信或要求见面谈话，均应热
情接待，负责处理”。由此可见，当时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就是“书信 ”和“见面谈话 ”，而这一
决定也就成了中国信访制度的起源 。让当时的政务院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样只是针对民主解决内部矛
盾的方式的简单表述竟然成为后来信访及信访衍生概念的渊源和比照 。时隔 44 年后的 199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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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在其颁布的《信访条例》中将信访界定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反映情况 ，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
部门处理的活动”。信访概念的这一表述最终以其法定化形式成为涉讼信访等相关概念不可动摇 、不
容置疑的参照和依据，并在法制越来越健全的今天，被不断地发扬光大。
信访作为我国的一种政治活动和社会现象 ，有着多种理解，信访概念是对政治活动的高度概括，在
学术界也有多种争议，主要是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广义的信访是指社会成员通过书信 、电话、电报、访
［2］
问的形式，向社会组织、管理者反映个人或集体意愿的一种社会政治交流活动 ； 狭义的信访仅仅指对
行政机关的信访活动，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

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反映情况 ，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
处理的活动。从信访概念的起源来看，《信访条例》中信访是狭义的信访，仅限于针对行政机关的信访，
也称作“小信访”。
( 二) 涉法信访———涉讼信访与行政信访的胶着状态
狭义的信访仅指的是向行政机关的信访 ，但信访者不会理会抑或不会明白向行政机关信访该访些
什么，当他们的权利得不到维护，当他们输了官司的时候，他们仍然会毫不犹豫地冲入信访部门 ，诉说他
们的“冤屈”和“道理”，此时，在信访部门的业务归类中“涉法信访 ”的概念悄然诞生。 然而，涉法信访
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 ，而是一个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的术语，因其使用频率高、范
围广，在党政机关的行文中俨然成为了一个“法律概念 ”。 从理论层面看，涉法信访是在新的法制环境
下由信访发展、演变而来的概念，经过实践的沉淀，并最终形成了完整的定义。 涉法信访是指那些已经
或应当被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受理 ，或者是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 ，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对于执法机
关和司法机关的作为与不作为所提出的申诉和控告未能如愿 ，转而向上级机关投诉，或者寻求法律程序
之外的请愿活动。易言之，涉法信访主要指“公民以来信和来访的方式向法院和检察院 （ 有的时候还包
［3］
括公安机关） 就与司法有关的事项提出申诉或要求解决问题的行为 ” 。 可见，人们通常把涉及公检法
处理的案件或是需要用法律手段调整的信访称为涉法信访 。
在比较的语境下，涉讼信访是比涉法信访外延更小的概念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
庭长杨日洪撰文认为： “无论从文义理解还是从政府实际统计情况考察，涉法信访的范围都不局限于
公、检、法三家，信访者把解决问题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司法机关以外的其他部门 ，包括各级权力机关、
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乃至各级媒体机构，这决定了他们信访的范围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涉诉信访作
为‘涉法信访’的种概念，是指公民以信函或其他文字载体或直接用语言向各级人民法院或其他党政机
关或人民团体（ 包括各级媒体） ，就各类诉讼案件（ 包括未生效案件和已生效案件） 进行申诉或要求解决
与诉讼相关问题的行为。”可见，涉诉信访是涉法信访的重要组成部分，涉法信访中有相当一部分不属
于涉讼信访的范畴。据有关方面公布的数据，涉法信访占全社会信访总量的 70% 以上，而涉诉信访又
占涉法信访的 70% 。在实践中人们常常将涉法信访和涉诉信访并列起来，但实际上他们并非并列关
系，涉法信访既包括针对公安机关、行政机关的行政信访，也包括对检察院法律监督活动的检察信访和
对法院系统的涉诉信访。涉法信访将涉讼信访和行政信访胶着在一起 ，是信访概念发展的必然阶段和
必经过程，涉法信访反映的问题主要涉及司法的权威性 、严肃性、廉洁性、公正性，以及司法的效率与公
平关系、社会纠纷与矛盾的解决机制等问题 ，其中法院是当前各种社会矛盾与纠纷的聚焦点，也是解决
［4］
涉法问题的重中之重 。
( 三) 涉法涉诉信访———涉讼信访与行政信访的相对分离

中央政法委在 2005 年出台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 》第二条中规定： 涉法涉诉案件是指依
法属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处理的信访案件 。 在大量的信访中，涉法涉诉
信访占据主力位置。从广义上讲，涉法涉诉信访一般是指那些已经或应当被行政机关 、司法机关受理，
通过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行政仲裁、司法诉讼等法律途径和法律手段 ，可以最终在法律上找到解决问题
的依据和方法的事项。从狭义上讲，是指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中 ，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对于行政机
关或司法机关的作为、不作为或乱作为所提出的申诉控告未能如愿 ，转向有权部门或领导投诉，寻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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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程序之外的请愿活动。
涉法涉诉信访是一个包含与被包含的逻辑层次关系 。涉诉信访包含在涉法信访之中，涉诉信访都
是涉法信访，但涉法信访不一定是涉诉信访。涉诉信访的重要特征是其涉及司法诉讼活动 ，具有典型的
“涉讼性”。
( 四) 涉讼信访概念的独立表述
2004 年的长沙会议诞生了涉讼信访概念 ，虽没有确切的表述，但基本的原则和规则已经确定，不再
与涉法信访相伴，不再与行政信访绞缠，而是有了自己独立的概念表述。 涉讼信访与涉法信访的分离，
使信访工作纳入有序化、规范化渠道，向信访法制化迈进了一步，同时，涉讼信访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概
念，使得信访概念研究更加专门化和专业化 。虽然在实际操作中，仍然还有“涉讼信访 ”和“涉法信访 ”
的称谓，但应当不能成为一个问题。 因为涉讼信访更多地指向法院，而涉法信访则更多地指向公安部
门。目前关于涉讼信访的概念存在充分表达说 、具体表达说以及精练表达说等多种表述方式 。
1． 充分表达说。
涉讼信访是指公民以信函或其他文字载体或直接用语言向各级人民法院或其他党政机关或人民团
体（ 包括各级媒体） ，就各类诉讼案件（ 包括未生效案件和已生效案件） 进行申诉或要求解决与诉讼相关
［5］
问题的行为 。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宽泛： 涉讼信访人仅局限于公民； 涉讼信访指向的主体除了人民
法院还有党政机关或人民团体； 涉讼信访的对象是各类诉讼案件 ，包括未生效案件和已生效案件。
2． 具体表达说。
涉讼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法
院反映涉及人民法院受理、审理和执行的各类案件的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要求人民法院
依法处理的活动。本概念相对于“广义表达说 ”是内涵和外延相对更小的概念： 涉诉信访主体是指公
民、法人及其他组织； 涉讼信访是针对法院所进行的信访 ； 涉讼信访的对象是各级法院受理 、审理和执行
的案件。
3． 精练表达说。
涉讼信访是指对于那些应当被人民法院受理的纠纷或是已经进入诉讼 、执行程序中的案件的有利
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人民法院的作为或不作为或是生效裁判 ，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
电话、走访等形式，提出申诉、申请再审或是提出其他与人民法院审理有关的事项 ，依法由人民法院处理
的活动。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同“具体表达说”，但表述更加规范和精练。
二、涉讼信访概念的现实样态
从涉讼信访的概念分析涉讼信访的特征 ，对于明确信访性质和归口管理以及统计学分析具有重要
意义。涉讼信访的重要特征是其涉及司法诉讼活动 ，具有典型的“涉讼性”。
( 一) 涉讼信访的构成特征
1． 涉讼信访的主体是涉讼当事人。
涉讼即涉及诉讼，参与诉讼，与诉讼有关。涉讼当事人是指那些被人民法院受理或应当被人民法院
受理的纠纷或是已经进入诉讼、执行程序中的案件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大部分当事
人是诉讼纷争的一方当事人，或者是受惩罚、被制裁的刑事被告人，或者是因特殊原因导致伤残、贫困的
社会弱势群体。近年来，涉诉信访的主体更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不仅有工人、农民等传统的信访群
体，又有机关分流人员、下岗职工、孤寡老人、低保户、残疾人和其他丧失劳动能力者等社会弱势群体 ，还
有房屋拆迁户、土地征用户、军转干部、复员、退役军人等特殊群体，不但案件当事人信访，案外人信访也
比较严重。
2． 涉讼信访的受理和处理主体是涉讼法院 。
涉讼信访是针对受理、审理、调解、执行案件的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高级人民法院和中
级人民法院以及基层人民法院，并不是针对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人民检察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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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涉讼信访和行政信访区分开来 。
涉诉信访受理和处理的机关是人民法院 。受理涉诉信访的法院机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
法院； 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高级人民法院； 省、自治区、直辖市按地区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在直
辖市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省辖市、自治区辖市、自治州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 在县、自治县、不设区的
市、市辖区设立的基层人民法院，对基层人民法院派出的人民法庭的涉诉信访也归派出的基层人民法院
受理和处理。涉诉信访的受理和处理还包括各专门人民法院 ，这些专门人民法院是军事法院、铁路运输
法院、海事法院等。
实际上，涉诉信访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制度 ，司法的权威性和终局性在涉诉信访面前受到了严峻的挑
战，但由于司法具有严格的程序性和专业性 ，所以针对司法的信访应当、也只能由司法机关来处理。 这
符合我国宪法的规定，既坚持了审判独立的原则，同时也能够防止其他机关和社会团体肆意干涉司法活
动。
3． 涉讼信访的对象是涉讼案件。
涉讼信访的对象是各级法院受理 、审理和执行的案件。涉讼信访往往是与具体诉讼案件相联系 ，包
［6］
括初审的判决和裁定、终审的判决和裁定、再审的判决和裁定以及法官的行为规范 。 涉讼信访在于
其与法院诉讼活动的紧密关联性 ，它针对的是人民法院审判和执行案件的行为或者结果 ，不仅涉及案件
的实体处理问题，还涉及诉讼程序、案件执行、办案效率、审判作风，以及法官的工作态度、方法和司法礼
仪等问题。此类案件大多具有复杂性特点，具体表现在涉讼信访问题背景的复杂化 、涉讼信访人员诉求
的复杂化以及涉讼信访处理的复杂化 。背景复杂化，主要是指涉讼信访所反映的有些问题是历史遗留
问题，有些甚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矛盾积累的反映 ； 诉求复杂化主要指其要求包罗万象，有许多非法院
的职能所及，如解决子女的就业问题、婚姻问题等要求； 处理复杂化就是指单纯依靠司法途径是无法满
足信访人的要求的。
当然，除了不服各级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和调解以及执行等具体案件外，涉讼信访的内容还包括
检举、投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不当和违法乱纪行为 ； 咨询有关政策、法律和法规，寻求相关帮助；
对相关司法问题提供各种建议、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等等。
( 二) 涉讼信访的实践特征
1． 涉讼信访的恒性特征。
涉讼信访的恒性特点是针对涉讼信访进行综合考量和高度概括后分析得出的 ，是每一个涉讼信访
案件存在的共性特征。一是个案性。是指涉讼信访的案件一般说来都是针对特定的情况和个人的 ，案
件与案件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处理起来只能是按照个案的实际情况研究 ，不存在可以适用于每一类涉
［7］
讼案件的处理方法 。对于案件本身来说，每一个案的原告和被告不一样，同时每一个涉讼信访人，不
管它是涉讼信访案件中的原告还是被告 ，是申诉人或是被申诉人，他们的案情总是不相同的。即使是同
一类案件，涉讼信访人也是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 ，涉讼信访反映的案件案情也是不一样的； 即使是同一
案情，比如同是侵犯人身权利，其侵犯的手段也不一样，涉讼信访人提出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这些不同
就构成了涉讼信访案件的个案性 ，可以说，每一个涉讼信访案件就是一个主角 、情节、结果都不一样的故
［8］
事。涉讼信访无法找到个案一致的具体措施来解决所有的类似的信访 。 二是程序性。 法院在处理
涉讼信访时，应该按照严格的法律程序如听证 、当事人的辩论，使涉讼信访人和其他参与人参与到这种

处理程序中，亲身感受法律的公正和程序的正义 ，公开透明，人性办案，为解决涉讼信访人的诉求奠定基
础。三是复杂性。如前所述，涉讼信访的复杂性体现在涉讼信访问题的背景复杂化 、涉讼信访人员复杂
化和涉讼信访处理的复杂化。
2． 涉讼信访的变性特征。
涉讼信访的变性特点是随着涉讼信访工作的开展所呈现的阶段性 、变化性特点。总结归纳为： 一是
数量激增，信访总量大。二是对立严重。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大 ，尤其
是对案件主办法官存在很大对立情绪 ，接待稍有不慎，便极易使矛盾升级，特别是在当事人投入巨大精
力、财力数次上访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的情况下 ，信访人的精神压力巨大，并且迁怒于法官个人。 三是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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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访多。最初的涉讼信访多数针对的是已经审结 、执结的案件，而现在有的当事人选择在诉讼进行之
中就开始信访，信访的内容包括管辖权争议、法官的态度、对证据的采信等。 四是涉及面广。 信访反映
问题涉及刑事、民商事审判，执行工作、立案工作、审判监督，干警作风等方面，几乎涵盖了法院工作的方
方面面。五是信访人成分复杂。有案件当事人，有当事人的近亲属，有案件代理人，还有与案件无关的
案外人。六是信访期望高。调查发现，有的信访人认为，关注领导的层次越高，“闹 ”出的事态越激化，
自己预期可能获得的收益就越多。 另一方面，信访者通常会在自己的“索赔清单 ”中列入上访的成本、
因上访导致的各种损失以及其所受到的精神损害 ，这也导致其信访的期望值越来越高 ，化解信访的难度
越来越大。七是信访老户重复访突出。 旧存的信访老户每到国家重大活动、重要节日都会出来上访。
八是反复信访多。有极个别信访人，每次信访后拿到部分救助款，都写出息诉罢访保证书，表示问题已
解决，不再信访； 但从不信守承诺，过一段时间后，就同一问题又开始信访。九是行为的多样化。信访人
一般选择在召开“两会”期间，领导检查工作等时机，采取打横幅、竖标语、喊口号、闯会场、下跪、拦车、
堵门、堵路等形式大造声势，摆出一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架势 。十是息诉罢访稳控难。有些信访人反
映的问题，已经经过法院、政法委等有关领导和有关专家、学者多次向其释法明理，但信访人始终刀枪不
入，决不息诉罢访，同时由于涉讼信访一般会触及已生效的裁判文书 ，而改变生效裁判要遵循严格的法
律程序，这样一来，信访者的诉求一时难以满足，息诉罢诉便难以实现。
三、涉讼信访概念的法律性价值
学者们对涉讼信访的理解各异，笔者认为，涉讼信访概念符合法律概念的一般特征 ，虽有欠缺，涉讼
信访概念的法律性价值不容忽视 ，之所以称之为法律性价值，是因为涉讼信访从一个专业术语和一般概
念，历经了 10 年的磨砺，俨然承担着一个法律概念的职责，以“涉讼信访概念的法律性价值 ”表述更容
易让人接受。法律概念是法律的构成要素之一 ，是指在长期的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基础上对经常使用
的一些专门术语进行抽象、概括所形成的具有特定的法律意义的概念 。 法律概念与一般日常交流中的
概念相比有自己的特征。
( 一) 涉讼信访概念具有法律属性
法律概念大量来自日常生活，有的来自法律实践活动 （ 立法、司法活动 ） ，有的源自法学家的创设。
法律概念所释放出的有效内容是由立法者或者司法者所确定的 ，带有法律性特征。 这里的法律性包括
两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是指由立法者通过立法明示 ，在法律规定中直接载明有法律概念的含义； 另一方
面是指由法律的适用者（ 主要是法官 ） 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根据法律原则和精神对概念的意义所做的具
体确认。
1． 涉讼信访是行政法规中直接载明的概念 。
法律规范性文件中提出的概念当然具有法律性的特征 。1995 年的《信访条例 》早已将信访概念进
行了界定，虽然是指“由有关行政部门处理”的信访，但在最初的包含涉讼信访、涉法信访在内的信访概
念，都是由政府的信访部门接待、受理、批转、督办、交办、转办和分流的信访，涉讼信访是信访的重要组
成部分，构成信访的主要内容。最高人民法院 2004 年 4 月在长沙召开全国法院涉诉信访工作会议上首
次提出的涉讼信访概念，目的就是为了将行政信访及其他信访区分开来 。 最高人民法院将行政信访分
流出来的涉及诉讼的信访，按照法律规定的信访概念的含义 ，在信访这一种概念下提出了符合逻辑关系
的涉讼信访属概念，没有超越《信访条例 》的直接规定，而只是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对概念的精确概括和
细化，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处理信访问题 ，所以，涉讼信访概念是法律直接载明了的有法律含义的概念 。
2． 涉讼信访的概念具有严谨性。
涉讼信访的概念依据《信访条例 》关于信访的概念表述，有利于涉讼信访概念的规范化，也是唯一
可以参照的法定概念的文本格式 。前文的“精练表达说”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规范表述，即： “涉诉信
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法院反映涉及
人民法院受理、审理和执行的各类案件的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要求人民法院依法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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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相对于学者们的众说纷纭，这样的表述更加严谨，更为具体，更有利于操作。 首先，从概念的规
范性看，参照法定概念的表述符合法律概念的表述要求 ，涉讼信访概念来源于信访概念，属概念与种概
念具有天然的联系，作为法律概念与同类概念间的连接使法律得以表达 ，体现了法律概念的表达功能和
法律的统一性； 其次，从概念的内容结构上看，表述准确、条理、精练、严谨，丰富而明确的概念可以提高
涉讼信访的法律化程度和专业化程度 ，法律概念与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同等重要 ，体现了法律概念改进
法律、提高法律科学化程度的功能。
3． 涉讼信访是法律的适用者对概念的意义所做的具体确认 。
对涉讼信访现象的处理能够被纳入社会危机管理的结构和流程中去 ，并被期望在制度和机制的改
良中医治社会病症，涉讼信访问题被党和政府当作重中之重的严峻社会问题予以重点攻关 。 中央政法
委《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将处理涉诉信访的主体资格界定为：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是指依法属
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处理的信访案件 。”为了扎实推进这一工作，各级政
法委、法院、检察院和行政部门纷纷出台具体的实施办法 ，各级党政和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成为承办涉
讼信访案件的责任主体，涉讼信访工作是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一直是法院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长沙涉诉信访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涉讼信访概念 ，就是信访实践中由信访的参与者、管理者、执行者人民
法院在信访法律适用过程中，根据一定的原则和精神对概念的意义所做的具体确认 ，是对信访法律和制
度所欲调整之对象所进行的特殊归纳 。
( 二) 涉讼信访概念具有法理学基础
涉讼信访有着极其强大的法律理念和法律支持 ，存在着宪政上的合理性。 涉讼信访是当事人的一
1982 年国务院起草了《关于党政机关信访工作的暂行条例 》（ 草案） ，其中第二条规
项法定权利。其一，
定了信访是宪法的民主权利。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
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
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和
陷害。”公民上访申诉、涉讼信访是在行使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 。不仅如此，根据宪法的规定，对于公民
提出的申诉、控告、检举，尤其是控告和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打击报
复。对信访人的信访，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办理信访事项 ，应当恪尽职守，秉公办事，查清事实，
分清责任，正确疏导，及时、恰当、正确处理，不得推诿、敷衍、拖延。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压制、打击报
复、迫害信访人。其三，国务院《信访条例》也规定了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可以采用书信、电话、
走访等形式向各级行政机关反映情况 ，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 其四，《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第 19 条规定： 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 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面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
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形式 。其五，这种权利还来自于其他涉讼信访法律法规中。 信访权利就是
公民应当和依法具有的基本民主权利 ，信访权利作为涉讼信访法律关系中法律主体的基本权利 ，充分说
明了涉讼信访的法理学依据和法律学意义 。
( 三) 涉讼信访概念具有诉讼属性
涉讼信访概念同任何法律概念一样 ，具备目的性、自由裁量性和严谨性特征。
1． 涉讼信访具有诉讼目的性。
每个法律概念都是为了用言语来表达出一定的 、区别于其他概念的、自己独有的含义和特征。涉讼
信访是针对人民法院的信访，其目的是为了处理和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 。
2． 涉讼信访具有自由裁量性。
虽然法律一般都要求禁止法官对法律的自由裁量 ，但现实生活中法律的某些含糊性的规定却又需
要法官的这种自由裁量。法律不可能对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都面面俱到地给予列举 ，法律也不可
能跟随着社会的变化一天天地进行修改 ，就如涉讼信访概念，就是人民法院通过法官在接访、听证和庭
审等处理信访的活动，根据法律概念的表述进行自由裁量 。法律概念的表述一般都留有一定的自由空
间，而不是绝对的，这就是法律概念所具有的自由裁量性 。
综上所述，法律概念对于法律的运作与法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借助法律概念，立法者才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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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立法文件； 只有借助法律概念，司法者才能对事物进行法律分析，做出司法判断； 只有借助法律概念，
民众才能认识法律，法律研究者才能描述法律、评价法律、改进法律。 同样，涉讼信访的概念确定，尤其
是作为法律性概念的确定，对于涉讼信访实务操作和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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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es of the Legal Value of the Concept of
Litigation-related Letters and Visits
Pei Xiaomei
（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Henan 450002）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litigation-related letters and visits was first put forward by the Supreme Court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litigation-related letters and visits of national courts． However，no institution or theoretical
circle gives it a legal definition and explanation． In view of terminology confusion in the practice and study of
litigation-related letters and visits，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from a comparative viewpoint the related concepts
in the study of litigation-related letters and visits，trying to find the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cepts，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l concepts，defining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litigation-related letters and visits． Based on what is discussed above，this article also aims to explore the legal value of the concept
of litigation-related letters and visits，so as to provide actual evidence and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study of litigation-related letters and visits．
Key words： litigation-related letters and visits； concept； the leg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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