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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觉悟 增强认同 积极弘扬 扎实实践

———全国法院大力培育人民法官公正、廉洁、为民核心价值观

编者按
公正、 廉洁、 为民的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 是

3

月
11

日王胜俊院长在全国两会上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时提出的重大命题。

3

月
26

日， 本报一版为此刊发编辑
部文章《公正、 廉洁、 为民———人民法官共同遵奉的核心
价值观》。 连日来， 全国法院迅速掀起学习贯彻人民法官
核心价值观的热潮， 纷纷表示要以公正、 廉洁、 为民的核
心价值观统一思想、 凝聚人心、 弘扬正气。 今天， 本版摘
登部分读者感言， 力求推动对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的宣
传、 教育、 研究和践行。

■大法官感言■

现阶段， 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需求已不仅仅体现在对个
案处理的公正高效方面， 对司法的民主、 公开、 文明、 廉
洁、 和谐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新期待。 与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司法需求相比， 目前法院工作和法官
队伍素质， 无论是在司法理念、 司法能力方面， 还是在司
法作风、 司法水平方面， 都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工作也
还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 一些案件审判质量不高、 效率不
快、 效果不好的问题， 个别法官司法不廉、 以权谋私、 以
权谋利的问题， 都是人民群众不满意的突出问题。 我们要
按王胜俊院长的重要论述要求， 坚持公正、 廉洁、 为民的
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 继续坚持不懈地开展好“人民法官
为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 最大限度地实现审判信息公开，

最大限度地消除执法不严、 裁判不公、 久拖不决、 司法不
廉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
现人民权益， 真正树立起清廉文明高效的司法形象， 赢得
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

张文显（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公正、 廉洁、 为民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述， 为进一步
加强新形势下人民法院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 牢固树立公
正、 廉洁、 为民的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 加强教育是基
础。 只有抓好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教育， 才能夯实公正、

廉洁、 为民司法的思想基础。 从对人民法院违纪违法案件
的分析来看， 许多违纪违法人员都是在各种错误心理的支
配下走上歧途的， 特别是贪欲心理和侥幸心理。 因此， 加
强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 必须从法院干警的思想和工作实
际出发， 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 牢固树立公正、 廉洁、 为
民的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 制度建设是关键。 人民法院要
深入分析研究队伍建设中的突出问题， 针对一些领域腐败
现象易发多发的特点， 认真总结和借鉴监督制约司法权力
的有益经验， 把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做法上升为制度， 把
通过案例剖析得出的规律性认识运用于制度， 切实解决好
监督缺位、 监督脱节、 监督迟缓、 监督不力等问题。

公丕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四川全省法院扎实开展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教育活
动， 首先要迅速掀起学习高潮， 结合“人民法官为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 制定学习教育规划， 组织全体法官， 通
过专题学习、 法官论坛、 演讲讨论等形式开展集中学习
研讨， 使核心价值观成为统一思想、 凝聚人心、 弘扬精
神、 昂扬斗志的鲜明旗帜。 其次要集中开展人民法官核
心价值观“宣传月” 活动， 挖掘一批公正、 廉洁、 为民
的先进典型， 组织宣讲团进行宣讲， 以身边事影响身边
人， 形成共同遵奉核心价值观的浓浓氛围。 第三要把
“六大体系” 建设作为落实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和平台， 深
化以社会管理创新为目标的服务大局体系， 以“大调解”

为重点的社会矛盾纠纷分流化解体系， 以协调联动为机
制的涉诉信访、 执行难化解体系， 以信息化为载体的审
判监督管理体系， 以落实“五个严禁” 为抓手的廉洁司
法防控体系， 以提升司法能力、 强化基层基础为重心的
工作保障体系。

刘玉顺（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注： 本版文章除署名外， 均分别由本报记者娄银生、

郭春雨、 聂敏宁、 周崇华、 王书林、 林晔晗、 陈海发、 冀
天福、 韩元恒、 丁力辛及本报通讯员赖波军、 王一君、 雷
江辉采写。

■大法官感言■

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的确立， 不仅是营造法官精神家
园的重要支柱， 而且是树立法官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和权力观的重要途径， 更是提升法院形象、 增强司
法公信力、 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手段， 是切实加强法院队
伍建设的根本保障。 精神文化建设是法院文化“核心圈”

建设的重心， 也是铸就公正、 廉洁、 为民核心价值观的关
键所在。 当前， 切实加强法院精神文化建设， 首先要在广
大干警中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三个至上” 指导
思想和“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 工作主题， 使之成为
每个法官执法办案的理论基石、 感情基石和实践基石。 其
次要培育公正、 廉洁、 为民的法院精神， 激发法官群体的
责任感、 使命感和尊荣感， 增强法官群体的凝聚力、 战斗
力和向心力。 第三要以典型引领公正、 廉洁、 为民核心价
值观， 用先进典型的人格魅力推动法官群体同质理想信念
的形成与发展。 第四要让公正、 廉洁、 为民价值观始终占
据法院群体的精神世界， 成为法官群体共同遵循的价值
观， 使每一个法官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都严格约束在这
一价值观所要求的范围之中。

马三刚（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王胜俊院长关于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的论述是指导人
民法院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 公正是法律的本质属性， 也
是人民法官的核心价值追求； 廉洁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
条件， 也是人民法官必须具备的高贵品格； 为民是所有司
法工作的根本要求， 也是人民法官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我们追求的崇高理想， 人民法官要做
那道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阳光。 深入践行核心价值观必须
不断强化人民法官来自人民、 依靠人民、 服务人民的意
识， 在司法工作中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观； 必须时刻警惕任何脱离群众的倾向， 把实现好、 维护
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始终保持对人民群众的朴素感情和赤子之心； 必须牢固树
立公仆意识， 落实好各项便民、 利民、 为民措施， 保障人
民群众通过法律手段实现生活更加幸福、 更有尊严的权
利， 把司法为民落到实处。

郑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坚定不移坚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 全心全意为人民司法、 狠抓法院队伍建设而提出的公
正、 廉洁、 为民核心价值观， 看准了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
准确方向， 是目前和今后队伍建设的追求目标。 公正、 廉
洁、 为民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新时期人民法院工作的指
导思想和工作主题， 体现了“三个至上” 指导思想和社会
主义法治理念， 体现了人民法官清正廉洁的职业要求

,

是
人民法院优良传统的传承与发扬

,

是人民法院全体干警的
价值取向和行动指南。 当前， 我们要在认真贯彻落实全
国两会精神， 积极推进社会矛盾化解、 社会管理创新、

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同时， 紧抓法院队伍建设
不放松， 坚持在全体法院干警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法治
理念教育， 准确把握和理解公正、 廉洁、 为民核心价值
观的精神实质， 进一步增强荣誉感、 责任感和使命感，

培养良好的法官职业道德。 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 辨是
非、 知荣辱， 廉洁奉公、 清正廉明， 使廉洁成为一种自
觉， 真正做到情为民系、 利为民谋、 权为民用， 确保公正
廉洁司法。

王记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从事民事审判工作十
六年了， 我深深热爱着审
判事业， 同时也感受到法
官所从事的工作的艰辛。

公正是根本， 廉洁是保
证， 为民是主题。 公正、 廉洁、 为民朴素而精练， 作为法官我
们经常听， 也经常说， 但是作为一种精神追求和核心价值观的
确立并被法官这个群体遵守、 为社会认可理解， 还有很多工作
要做， 需要人民法院自身的自我教育和完善， 需要“人民法
官为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化， 需要每一个法官从自
身做起。 我们常常觉得司法公信力不够， 法官的工作没有得
到应有的尊重， 我想用这样一组数字说明这个问题： 沧州两
级法院每年审理案件约

4

万件， 我们按最保守的数字计算，

每个案子只有两方当事人， 每一方当事人最起码有
4

个人关
注案件的情况， 包括当事人的父母、 配偶、 孩子， 那么沧州

一年就有
40

万人次参与或
关注案件审理情况， 或者
说在关注、 评价我们的审
判工作。 如果我们把这些
案子办好了， 把法理讲透

了， 当事人信服了， 他们势必会越来越信任法律， 通过他们
进而带动全社会尊重法律。 让老百姓信服不是靠我们的权力，

而是靠我们耐心细致能动高效的工作。 核心价值观教育很有
意义， 也必将深入人心。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要有文化和信仰， 一个法官群体也
要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自身的价值追求， 尤其是在社会
转型期， 这种价值信仰更加可贵。 物质条件不好可以奋斗， 知
识不够可以学习， 但没有价值观就没有方向、 没有遵循、 没有
共同思想基础。 三句话六个字是一个丰富的整体， 有机统一。

这是我在工作中努力追求的， 也是指导我们审判工作的准则。

大道至简。 核心价值
观的提出， 把人民法官的
追求和操守提高到了一个
新的境界， 抓到了症结，

与此前的工作禁令、 错案
责任追究制度等多项措施有力结合， 可谓相得益彰， 形成了标
本兼治的科学管理体系， 是司法管理科学化的重要成果。

“有公心必有公道， 有公道必有公制。” “奉公如法则上
下平。” 只有公正的法官才能让人们尊敬和铭记。 “临官莫如
平， 临财莫如廉。” 法官只有清廉如水才能执法如山， 正义的
大厦正需要廉洁基石去层层垒建。 来自人民、 依靠人民、 服
务人民， 一句“人民法官”， 道尽了法官“为民” 的宗旨和情
怀。

基层法院法官学习领会核心价值观必须做到： 一是从当前
的时代背景和大局出发， 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出发， 学习核心
价值观的精髓， 准确把握公正、 廉洁、 为民的真正内涵和深刻
意义， 在学懂、 弄通、 融汇、 认同、 遵奉上下功夫。 二是要在

工作中尽快地、 自觉地把核
心价值观融入自身的思想意
识， 根植于血脉之中。 要通
过建立人民法官价值体系，

营造核心价值观指导下的法
官文化、 廉洁文化、 为民文化来统一思想、 统一行动、 统一标
准， 打造人民法官的群体意识， 形成群体荣誉。 三是要认真实
践核心价值观， 不断探索、 积累、 掌握、 提高公正、 廉洁、 为
民司法的有效途径、 有力措施、 创新方法， 把司法的政治效
果、 社会效果、 法律效果完美有机地统一起来， 结合起来， 实
现核心价值观所要求的公正。 四是要加大宣传力度， 在法院内
部营造、 发展核心价值观， 在外部加强对核心价值观的宣传，

凝聚人心、 弘扬正气， 树立人民法院公正、 廉洁、 为民的良好
形象。

核心价值观把一片崭新而厚重的底色涂抹在了人民法院发
展的蓝图上。 为了社会的公平、 正义、 安定、 和谐， 基层法院
的人民法官将修德修身， 服务于民， 开创新的司法事业。

司法管理进一步走向科学化
何文平

法官群体要有自身价值追求
任秋华

陶冶情操 加强修养 完善自我

———各地法院干警读《公正、廉洁、为民———人民法官共同遵奉的核心价值观》有感
河北

黑龙江

河南

广东

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
院副院长赵爱彬认为， 法官应紧
紧围绕公正、廉洁、为民核心价值
观， 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社会主
义司法的温暖和公正， 做让党放
心、人民信赖的合格法官。

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政治
处主任刘忠强认为， 核心价值观
使全体法官有了更加明确的价值
追求。 公正、 廉洁、 为民不仅是
党和人民对人民法官根本要求，

也是人民法官必须具有的价值
观。 法官只有“公正” 才能得到
人民的认可， 只有“廉洁” 才能
让人民信服， 只有一心“为民”

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
部副主任李海滨认为， 公正、 廉
洁、 为民， 言简意赅， 作为人民
法庭庭训和人民法官共同遵奉的
核心价值观， 理应成为每一位人
民法官的至上追求。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庞景玉认为， 如果一名法官
丧失了信仰， 失去了精神追求，

无论他具有多么丰富的法学知
识， 多么深厚的理论功底， 都不
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官。

河南省栾川县人民法院院长
刘向阳认为， 公正、 廉洁、 为民
的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 要求法
官在审判和执行工作中， 始终
维护司法公正， 提高司法效率，

弘扬司法正气， 保持司法廉洁，

讲究司法文明， 树立司法权威，

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人民法院和法
官公正、 高效、 文明、 廉洁的良
好形象。

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杨宗仁认为，学习好、践行好
核心价值观，必须坚定政治信仰、

牢记历史责任、练就政治智慧，确
立“三个至上”指导思想，努力为
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

王新文、 大庆开发区业合汽车销售维修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中国农业银行大庆市分行龙南支行申请执
行你们借款纠纷一案， 权利人已向本院提交执行申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即视为送达。 逾期本院将依法采取执行措施。

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许容飞、许德虎：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牛孟运申请

执行本院（

2007

）峰民初字第
1388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09

）峰执字第
442

号执行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三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

河北
]

邯郸市峰峰矿区人民法院
刘我成、孟苏香：本院受理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第二建

筑工程公司申请执行你们拖欠工程款纠纷一案，我院决定将
扣押你们在海口市的住房进行评估拍卖，限你们于本通知公
告之日起五日内到本院随机选择评估拍卖机构。逾期将依法
处置。

[

河南
]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
彭堂福、武汉市青洲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本院

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与被
执行人彭堂福、武汉市青洲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09

）武
区执字第

1053

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你们自本公告送达之
日起三日内履行下列法律义务：一、解除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武汉分行与彭堂福、武汉市青洲房地产综合开发有
限公司签订的《兴业银行个人住房抵押借款合同》（兴银鄂
A09

字
2006

第
0320

号）；二、被执行人彭堂福向申请执行
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偿还借款本息共计
644246.70

元（截至
2008

年
1

月
22

日止）；三、被执行人彭
堂福支付申请执行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逾
期罚息（以

644246.70

元为基数，从
2008

年
1

月
23

日起
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罚息计算标准计
付）；四、被执行人彭堂福支付申请执行人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武汉分行因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

19327.40

元；

五、申请执行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对被执行

人彭堂福位于洪山区武青三干道星桥苑
A

栋
1

单元
17

层
1703

号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六、被执行人武汉市青洲房
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承
担连带还款责任。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

[

湖北
]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张明忠： 本院受理李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泸执字第
18

号执行通
知书和执行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5

日内自动履行（

2009

）泸民初字
第

153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法律义务，逾期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

[

湖南
]

泸溪县人民法院

李忠涛、翟树梅：根据申请执行人申请，本院决
定对在山亭区西集镇驻地的房屋及地磅进行拍卖，

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5

日内到本院司法技术鉴定中心
选择拍卖机构和公告媒体。 逾期，本院将指定山东富
通拍卖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21

日上午
10

时在山
东富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予以拍卖（地址：山东省
枣庄市市中区鑫昌西路；电话：

0632

—

3355868

）。 拍
卖之日被执行人应予到场。 不到场的，视为放弃优先
购买权。

[

山东
]

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特产有限公司、 宁波市皖棉贸易有

限公司： 本院立案执行的大荔县万兴棉业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宁波市北仑特产有限公司、宁波市皖棉贸易有限
公司代购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山东省德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2008

）德中法执字第
68

—

4

号民事裁定书。

依法拍卖被执行人宁波市北仑特产有限公司、宁波市皖棉
贸易有限公司享有所有权并以故城县里老信用社名义存
放于山东德州银龙集团有限公司的皮棉共

3208

件。 另本
裁定书公告送达生效后

5

日内请到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技术室选择拍卖机构。 逾期，由本院指定拍卖机构
进行拍卖， 并于收到本裁定书

30

个工作日上午十点在本
院指定的拍卖机构进行拍卖。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六十日
视为送达。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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