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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法院设有派出法庭的法院 

立案点受案范围和案件类型 

 

作者：北京高院立案庭   文章来源：京法网事 

 

为进一步便利当事人立案，现将截至 2019 年 8月 12 日北京市

法院设有派出法庭的法院立案点受案范围和案件类型汇总公布如

下，后续如有调整将及时进行更新，请以更新后的为准。 

 

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一）院本部（第一审判区）立案点 

（办公地点：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16 号） 

1、本院管辖海淀、石景山、昌平、门头沟、延庆五区范围

内，法律规定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案件的立

案工作，包括民商事一审案件、行政一审案件（还包括西城区内

国家部委为被告、应由中级法院审理的一审行政案件）、再审申

请案件以及执行案件等案件类型； 

2、破产法庭管辖的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的衍生诉讼案件； 

3、团河法庭管辖的案件。 

（二）北京破产法庭立案点 

（办公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吴家村路首钢重型机械厂院内） 

受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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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市辖区内市级以上（含本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

准登记公司（企业）的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 

2、前述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的商事类衍生诉讼案件； 

3、跨境破产案件； 

4、其他依法应当由其审理的案件。 

辖区范围： 

1、北京市辖区内市级以上（含本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

准登记公司（企业）的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在北京破产法庭立

案； 

2、前述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的商事类衍生诉讼案件在北京

市一中院本部立案。 

（三）清河法庭立案点 

（办公地点：天津市宁河区京山线茶淀站北京清河农场） 

受案类型：劳改罪犯又犯罪案件、一审刑事案件、劳改罪犯

中的减刑、假释案件以及一审民商事案件、执行案件。 

辖区范围：清河农场 

 

二、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一）东城法院第一办公区立案点 

（办公地点：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1 号） 

受案范围：民事案件、商事案件、速裁案件、知识产权案

件、行政案件、刑事案件、执行案件、申请再审案件。 

（二）东城法院天坛派出法庭 

未设立案点，由第一办公区统一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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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一）西城法院第一办公区立案点 

（办公地点：西城区后英房胡同 1 号） 

受案范围：民事案件（婚姻家庭、民事合同、劳动人事争

议、侵权类案件）、商事案件、知识产权案件、刑事自诉案件、

金融案件。 

西城法院金融街派出法庭未设立案点，由第一办公区统一立

案。 

（二）西城法院第二办公区立案点 

（办公地点：西城区半步桥街 50 号） 

受案范围：民事案件（物权类案件、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

纠纷案件）、行政案件、申诉复查案件、涉医疗纠纷案件 

（三）西城法院第三办公区立案点 

（办公地点：西城区半步桥街 52 号） 

受案范围：执行案件 

 

四、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一）院本部立案点 

（办公地点：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甲 2 号） 

受案范围： 

1、民事审判一庭管辖的地区及受案范围：六里屯街道、团

结湖街道的民事案件；涉医疗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劳动人

事争议；本院辖区诉讼标的额在 3000 万元以上的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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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事审判二庭受案范围：各类型的商事案件（金融纠纷

案件除外）。 

3、行政审判庭受案范围：行政诉讼。 

4、综合审判庭（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受案范围：国家赔

偿案件；再审申请；涉未成年人的监护、探望案件。 

5、南磨房人民法庭管辖的地区及受案范围：劲松街道、双

井街道、潘家园街道、建外街道、朝外街道、呼家楼街道、南磨

房乡的民事案件。 

6、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受案范围：人民调解协议确认

案件;诉前财产保全案件。 

7、办理登记立案的其他案件: 本院辖区刑事自诉案件;执行

异议之诉案件；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 

（二）第二审判区立案点 

（办公地点：朝阳区小红门乡龙爪树甲 10 号） 

受案范围: 

1、民事审判三庭受案范围：金融纠纷案件； 

2、民事审判五庭（知识产权审判庭）受案范围：知识产权

与竞争纠纷及涉文化创意纠纷案件； 

3、执行局受案范围：申请执行类案件（包括公证债权文书

及劳动仲裁裁决执行案件）、执行异议类案件。 

（三）王四营人民法庭立案点 

（办公地点：朝阳区王四营乡王四营村甲 3 号） 

1、王四营人民法庭 

受案范围：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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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范围：垡头街道、王四营乡、豆各庄乡、黑庄户乡、十

八里店乡、小红门乡。 

2、双桥人民法庭 

受案范围：民事案件。 

辖区范围：八里庄街道、管庄乡、三间房乡、常营乡、高碑

店乡。 

（四）酒仙桥人民法庭立案点 

（办公地点：朝阳区酒仙桥村 2 号） 

1、酒仙桥人民法庭 

受案范围：民事案件及本院辖区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供用热

力合同纠纷案件。 

辖区范围：左家庄街道、香河园街道、酒仙桥街道、将台

乡、东风乡。 

2、温榆河人民法庭 

受案范围：民事案件。 

辖区范围：首都机场街道、东坝乡、孙河乡、崔各庄乡、金

盏乡、平房乡。 

（五）亚运村人民法庭立案点 

（办公地点：朝阳区西坝河北里 39 号） 

受案范围：本院辖区民间借贷纠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案件。 

辖区范围：三里屯街道、太阳宫乡民事案件。 

（六）望京人民法庭立案点 

（办公地点：朝阳区望和公园北园东二门北侧黄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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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望京人民法庭 

受案范围：民事案件及本院辖区涉邮寄服务、电信服务、有

线电视服务的民事案件。 

辖区范围：望京街道、东湖街道。 

2、奥运村人民法庭 

受案范围：民事案件及本院辖区民事涉外案件。 

辖区范围：大屯街道、奥运村街道、小关街道、和平街街

道、亚运村街道、安贞街道、麦子店街道、来广营乡。 

（七）温榆河人民法庭刑事立案点 

（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楼梓庄村） 

受案范围： 

1、本院辖区的刑事案件； 

2、朝阳区、丰台区、通州区、密云区的外籍人犯罪的刑事

案件。 

 

五、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一）院本部立案点 

（办公地点：海淀区丹棱街 12 号） 

受案范围： 

1、集中受理由海淀区法院管辖的知识产权、行政诉讼、刑

事自诉、申诉、国家赔偿、公示催告、申请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

力、破产清算案件。 

2、集中受理由海淀区法院管辖的以下十二类民商事案件，

各派出立案点不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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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买卖合同纠纷；（2）供用热力合同纠纷； 

（3）房屋租赁合同纠纷；（4）居间合同纠纷； 

（5）服务合同纠纷；（6）教育培训合同纠纷； 

（7）物业服务合同纠纷；（8）劳务合同纠纷；（9）劳动

争议； 

（10）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11）消费者权益保护类

纠纷； 

（12）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类纠纷。 

3、受理除复兴路人民法庭、四季青人民法庭、上地人民法

庭、东升人民法庭、山后人民法庭、温泉人民法庭审理范围之外

的其他所有民商事案件。 

（二）上地人民法庭立案点 

（办公地点：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28 号信息大厦 B 座 11 层） 

受案范围：集中受理由海淀区法院管辖的民间借贷纠纷、企

业借贷纠纷、同业拆借纠纷等借款合同纠纷案件。 

（三）复兴路人民法庭立案点 

（办公地点：海淀区彰化路 18 号冠方大厦海淀区法院第二

办公区） 

受案范围： 

1、集中受理由海淀区法院管辖的所有执行案件（刑事案件

除外）。 

2、集中受理由海淀区法院管辖的保险纠纷，以及当事人一

方为金融机构的金融类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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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理复兴路人民法庭辖区万寿路街道、羊坊店街道、甘

家口街道、八里庄街道的民事案件。 

4、受理四季青人民法庭辖区香山街道、田村路街道、永定

路街道、万柳地区、四季青镇的民事案件。 

（四）东升人民法庭立案点 

（办公地点：海淀区成府路 45 号） 

受案范围：受理东升人民法庭辖区各街道的民事案件。 

辖区范围：学院路街道、清河街道、西三旗街道、燕园街

道、清华园街道、东升地区。 

（五）山后人民法庭立案点 

（办公地点：海淀区北清路翠湖南环路 13 号 8 号楼） 

受案范围：受理山后人民法庭辖区各街道、镇的民事案件。 

辖区范围：温泉镇、西北旺镇、苏家坨镇、上庄镇、马连洼

街道、上地街道。 

 

六、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院机关立案点 

（办公地点：丰台区近园路 9 号） 

受案范围： 

1、集中受理由丰台区法院管辖的申请执行案件、知识产权

与竞争纠纷案件、行政案件、刑事自诉案件、申请再审案件、申

请国家赔偿案件、申请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案件、适用特殊程

序案件、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与公司、证券、保险、票据等有关

的民事纠纷。 



 11 / 22 

 

2、集中受理由丰台区法院管辖的以下十六类民商事案件，

各派出立案点不再受理： 

（1）买卖合同纠纷；（2）供用热力合同纠纷； 

（3）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4）服务合同纠纷； 

（5）保管、仓储、委托合同纠纷； 

（6）委托理财合同纠纷；（7）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8）人格权纠纷；（9）劳动争议、人事争议； 

（10）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11）消费者权益保护类纠纷； 

（12）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类纠纷； 

（13）融资租赁合同纠纷；（14）借款合同纠纷； 

（15）承揽合同纠纷；（16）运输合同纠纷。 

3、受理派出法庭审理的所有民商事案件。 

 

七、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院本部立案点 

（办公地点：北京市石景山区阜石路 169 号石景山区人民法

院立案接待厅） 

五里坨人民法庭在院本部办公，没有独立的立案点，与民一

庭、民二庭、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共同审理民商事案件。 

受案范围：属本辖区管辖的所有一审民事、商事、知识产

权、刑事、行政、执行、国家赔偿、申诉等案件 

辖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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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行政辖区全区及河北省迁安市首钢迁安矿区内属于石

景山法院五里坨人民法庭巡回法庭受理的案件。 

 

八、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一）院本部立案点（办公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滨河路 74

号） 

受案范围：辖区内各类民商事、刑事、行政案件 

（二）院第二办公区立案点（办公地址：门头沟区新桥大街

甲 61 号） 

受案范围：辖区内各类执行类案件 

（三）斋堂法庭立案点（办公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

斋堂大街 10 号） 

辖区范围：雁翅、斋堂、清水三镇 

受案范围：三镇辖区内各类民、商事案件，但辖区内以镇政

府为被告的案件、争议标的额在 3000 万元以上以及涉农等三类

案件需到院本部立案 

（四）王平村法庭立案点（办公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王平

镇王平大街 9 号） 

辖区范围：王平、妙峰山、大台三镇（街） 

受案范围：三镇辖区内各类民、商事案件，但辖区内以镇政

府、街道办事处为被告的案件、争议标的额在 3000 万元以上以

及涉农等三类案件需到院本部立案 

（五）潭柘寺法庭立案点（办公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京潭

西路 7 号院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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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范围：潭柘寺镇 

受案范围：潭柘寺镇各类民、商事案件，但辖区内以镇政府

为被告的案件、争议标的额在 3000 万元以上以及涉农等三类案

件需到院本部立案 

九、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一）院机关立案点（办公地点：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政通

路 10 号） 

受案范围： 

1、本院管辖的民商事、行政、刑事、执行等案件。 

2、原长阳法庭立案点受理的案件，即涉及良乡镇、拱辰街

道、西潞街道和长阳镇等区域民事案件，申请支付令、申请保全

案件及针对本庭作出的诉讼保全、先予执行裁定提起的侵权责任

纠纷。 

辖区范围：良乡镇、拱辰街道、西潞街道和长阳镇等区域 

（二）城关法庭立案点（办公地点：北京市房山区城关企业

街 4 号交通路线） 

受案范围：民事案件，申请支付令、申请保全案件及针对本

庭作出的诉讼保全、先予执行裁定提起的侵权责任纠纷。 

辖区范围：城关街道办事处、周口店镇、石楼镇、新镇办事

处等区域 

（三）长沟法庭立案点（办公地点：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长

沟大街 48 号） 

受案范围：民事案件，申请支付令、申请保全案件及针对本

庭作出的诉讼保全、先予执行裁定提起的侵权责任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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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范围：长沟镇、张坊镇、十渡镇、大石窝镇、蒲洼乡、

韩村河镇等区域 

（四）窦店法庭立案点（办公地点：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

刘李店村琉璃河派出所旁） 

受案范围：民事案件，申请支付令、申请保全案件及针对本

庭作出的诉讼保全、先予执行裁定提起的侵权责任纠纷。 

辖区范围：窦店镇、闫村镇、琉璃河镇等 

（五）河北法庭立案点（办公地点：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东

庄子村） 

受案范围：民事案件，申请支付令、申请保全案件及针对本

庭作出的诉讼保全、先予执行裁定提起的侵权责任纠纷。 

辖区范围：青龙湖镇、河北镇、史家营乡、霞云岭乡、大安山

乡、佛子庄乡、南窖乡等 

（六）燕山法庭立案点（办公地点：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迎风

杏花东路 7 号） 

受案范围：民事案件，商事案件、申请支付令、申请保全案

件及针对本庭作出的诉讼保全、先予执行裁定提起的侵权责任纠

纷。 

辖区范围：燕山地区 

 

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院本部第二审判区立案点 

（办公地点：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北街 18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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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案范围：通州区全域范围内的一审刑事公诉案件（包括涉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刑事自诉案件、民事案件、商事案件、行

政案件、行政赔偿案件、行政非诉案件、申请执行案件、执行异

议案件、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申诉案件、

审判监督程序案件、司法救助案件、国家赔偿案件等各类案件。 

院本部第二审判区立案点负责通州区全域范围内的各类案件

立案受理工作，宋庄人民法庭、张家湾人民法庭、马驹桥人民法

庭、台湖人民法庭、漷县人民法庭等各派出法庭未设立案点。 

 

十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院本部立案点 

（办公地点：北京市大兴区金星西路 8 号） 

受理大兴法院管辖范围内的民商事、刑事、行政、执行等各

类案件。 

黄村法庭、开发区法庭、红星法庭、庞各庄法庭、榆垡法

庭、采育法庭、安定法庭等各派出法庭暂未设置立案点。 

 

十二、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一）院本部立案点 

（办公地点：顺义区府前东街一号顺义区人民法院二层立案

庭） 

受案范围:本院管辖范围内刑事案件、刑事自诉和申诉案

件、行政案件、行赔案件、行政非诉案件、执行异议案件、申请

执行案件、审判监督程序案件、再审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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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诉调对接中心立案点 

（办公地点：顺义区府前东街二号顺建大厦诉调对接中心十

一层） 

受案范围：受理本院管辖范围内商事案件及仁和镇、旺泉街

道办事处、胜利街道办事处、光明街道办事处、石园街道办事处

辖区内的一审民事案件；以及本院辖区的: 

（1）劳动争议纠纷；（2）公示催告案件； 

（3）请求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案件； 

（4）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5）医疗事故责任纠纷； 

（6）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7）供用水、电、气、热力合同纠纷； 

（8）涉及未成年人的人格权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继承纠

纷、特殊侵权纠纷、合同纠纷（赠与合同、服务类合同、演出合

同）、特殊程序案件纠纷。 

（三）后沙峪人民法院立案点（办公地点：顺义区后沙峪镇

双裕大街 28 号） 

受案范围：除诉调对接中心受理以外的民事案件。 

辖区范围：后沙峪地区、南法信地区、马坡地区、双丰街

道、高丽营镇 

（四）天竺人民法庭立案点（办公地点：顺义区天竺镇小王

辛庄南路天竺中学北侧） 

受案范围：除诉调对接中心受理以外的民事案件。 

辖区范围：天竺地区、空港街道、李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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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牛栏山人民法庭立案点（办公地点：顺义区牛栏山镇

医院南路 8 号） 

受案范围：除诉调对接中心受理以外的民事案件。 

辖区范围：牛栏山地区、北石槽镇、赵全营镇、木林镇 

（六）李遂人民法庭立案点（办公地点：顺义区李遂镇南孙

路段 15 号） 

受理范围：除诉调对接中心受理以外的民事案件。 

辖区范围：李遂镇、北小营镇、北务镇、南彩镇 

（七）杨镇人民法庭立案点（办公地点：顺义区杨镇府前街 1

号） 

受案范围：除诉调对接中心受理以外的民事案件。 

辖区范围：杨镇地区、张镇、龙湾屯镇、大孙各庄镇 

 

十三、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一）院本部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 

1、诉调对接中心立案点(办公地点：北京市昌平区星火街 9

号) 

全区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含诉前财产保全);全区物业公

司、供暖公司追索物业费、供暖费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供用热

力合同纠纷；申请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案件（除派出法庭管辖

外）。 

2、院机关本部立案点（办公地点：北京市昌平区西环路与

南环路交叉口东 100 米路北） 

负责全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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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刑事审判庭（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负责依法审理

本院管辖的普通刑事案件和自诉刑事案件；负责依法审理本院管

辖的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及民商事案件。 

（2）民事审判一庭：负责依法审理全区的名誉权纠纷案

件、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涉外、涉港澳台案件、劳动争议案

件和劳务合同纠纷案件，南邵镇、十三陵镇、延寿镇的沙岭村、

望宝川村、分水岭村、黑山寨村、辛庄村、北庄村、南庄村、慈

悲岭村、城南街道办事处、城北街道办事处的各类民事案件。 

（3）民事审判二庭：负责依法审理全区的各类商事案件。 

（4）行政审判庭：负责依法审理全区各类行政案件。 

（5）综合审判庭：负责依法审理本院管辖的为平衡各审判

庭案件量从其他审判庭分流出来的部分案件；负责依法受理和审

查本院管辖的各类申诉案件，依法审理各类再审案件；负责本院

来信来访接待等工作。 

（6）执行局各类案件的登记立案工作。负责办理法律规定

的由本院负责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裁定的法律事项等。 

（二）小汤山法庭立案点（办公地点：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

镇北七家工业园宏翔鸿商务大厦 B 座） 

受案范围：民事案件（除家事案件、申请确认人民调解协议

效力案件）。 

辖区范围：小汤山镇、崔村镇、兴寿镇、延寿镇的下庄村、

上庄村、百合村、木厂村、西湖村、湖门村、花果山村、海字

村、天通苑北街道办事处、天通苑南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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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龙观法庭立案点（办公地点：北京市昌平区霍营街

道黄平路与回龙观东大街交叉口西北侧 60 米） 

受案范围：民事案件（除家事案件、申请确认人民调解协议

效力案件）。 

辖区范围：回龙观街道、龙泽园街道、史各庄街道、霍营街

道、东小口镇 

（四）北七家法庭立案点（办公地点：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

镇北七家工业园宏翔鸿商务大厦 B 座） 

受案范围：民事案件（除家事案件、申请确认人民调解协议

效力案件）。 

辖区范围：北七家镇 

（五）天通苑法庭立案点（办公地点：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

东一区 75 号楼） 

受案范围：家事案件、申请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案件。 

辖区范围：天通苑北街道办事处、天通苑南街道办事处，以

及小汤山法庭、回龙观法庭、北七家法庭三个法庭辖区 

（六）沙河法庭立案点（办公地点：北京市昌平区高教园北

三街西区恒大城南区） 

受案范围：民事案件 

辖区范围：沙河镇、百善镇、阳坊镇 

（七）南口法庭立案点（办公地点：北京市昌平区星火街 9

号） 

受案范围：民事案件 

辖区范围：南口镇、流村镇、马池口镇 



 20 / 22 

 

 

十四、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一）院本部立案点（办公地点：北京市怀柔区泉河五街 13

号院 1 号楼） 

受案范围：传统民事案件、商事案件、行政案件、执行案

件、刑事案件 

辖区范围：汤河口法庭管辖范围外的辖区 

（二）汤河口法庭立案点（办公地点：北京市怀柔区汤河口

大街与酒厂东路交叉口西南 150 米） 

受案范围：传统民事案件 

辖区范围：琉璃庙镇、汤河口镇、宝山镇、长哨营乡、喇叭

沟门乡 

 

十五、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 

（一）院本部立案点（办公地点：平谷区府前西街 21 号，平

谷法院北楼一层大厅） 

受案范围：受理平谷法院管辖范围内的所有民商事案件，刑

事公诉、自诉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等案件。 

金海湖法庭、王辛庄法庭、东高村法庭、峪口法庭、大华山

法庭等各派出法庭均未设置立案点。 

（二）执行局立案点（办公地点：平谷区建设西街 8 号） 

受案范围：受理平谷法院管辖范围内的执行案件。 

 

十六、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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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院本部立案点（办公地点：北京市密云区西大桥路五

号） 

受案范围：刑事自诉案件、行政诉讼案件、申请再审案件、

国家赔偿案件、执行案件、劳动争议案件、特殊程序案件、除派

出法庭审理之外的民商事案件。 

辖区范围：密云镇、河南寨镇、鼓楼街道、果园街道、檀营

街道。 

（二）西田各庄人民法庭立案点（办公地点：北京市密云区

宝沃厂,密云区西田各庄镇政府东南） 

受案范围：人格权纠纷、婚姻家庭继承纠纷、物权纠纷、合

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侵权责任纠纷、使用特殊程序案件案

由、劳动争议案件 

辖区范围：十里堡镇、西田各庄镇、密云区经济开发区。 

（三）溪翁庄人民法庭立案点（办公地点：北京市密云区溪

翁庄镇政府东侧） 

受案范围：人格权纠纷、婚姻家庭继承纠纷、物权纠纷、合

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侵权责任纠纷、使用特殊程序案件案

由 

辖区范围：溪翁庄镇、石城镇、冯家峪镇 

（四）巨各庄人民法庭立案点（办公地点：北京市密云区巨

各庄镇政府西侧） 

受案范围：人格权纠纷、婚姻家庭继承纠纷、物权纠纷、合

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侵权责任纠纷、使用特殊程序案件案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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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范围：巨各庄镇、穆家峪镇、东绍渠镇、大城子镇 

（五）太师屯法庭立案点（办公地点：北京市密云区太师屯

镇中心街 38 号） 

受案范围：人格权纠纷、婚姻家庭继承纠纷、物权纠纷、合

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侵权责任纠纷、使用特殊程序案件案

由 

辖区范围：太师屯镇、北庄镇、高岭镇、不老屯镇、新城子

镇、古北口镇 

 

十七、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 

（一）院本部立案点（办公地点：北京市延庆区湖南西路 20

号） 

除永宁法庭管辖范围之外的所有案件。八达岭法庭、沈家营法庭

未设置立案点。 

（二）永宁法庭立案点（办公地点：北京市延庆区永宁镇西

关村北） 

案件类型：一审民事案件 

管辖范围：刘斌堡乡、珍珠泉乡、永宁镇、四海镇、千家店

镇、大庄科乡、香营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