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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群安）

记者近日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
院获悉， 该院民四庭庭长王功
荣荣获“

2011

年度中国正义
人物”。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四
庭庭长王功荣承办的中美跨国
纠纷案， 开启了中美跨国索赔
成功的先河。

2001

年湖北高
院裁决王功荣承办的原告湖
北葛洲坝三联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湖北平湖旅游船有限
公司诉被告美国罗宾逊直升
机有限公司产品责任纠纷案，

经过多方努力， 最终促使被
告按判决书中确认的各项赔

偿金额， 向原告全部支付完
毕。 该案成为我国法院系统
民事判决书的效力首次在美
国获得承认的现实版本。 由
于中美目前未签署相互承认
和执行法院判决的双边条约，

此前也无类似先例， 故本案
开创了中美两国司法判决承
认与执行方面的先河。

“中国正义人物” 评选活
动是由中央十几家媒体共同
参与的一项评选活动。 该活
动旨在弘扬社会正气， 彰显
公平正义， 表彰道德楷模，

为和谐社会的公德建设作出
积极贡献。

送上最温暖的红包

———江西法院春节期间兑现农民工薪酬2500余万元
周辉

1

月
29

日晚
19

时， 在浓浓的
年味中， 江西省湖口县人民法院的
执行人员在夜幕冰雨中， 奔赴数十
公里外的偏远乡村， 找到了久未谋
面的被执行人， 终于为申请执行人
拿回了第一笔血汗钱。

这是今年江西省
114

个法院
执行人员过年的缩影。 不管是白天
黑夜， 不管是风雨冰雪， 只要有被
执行人的线索， 他们撂下碗筷， 义
无反顾地奔走在凛冽的寒风中。 这
是一个最寒冷的春节， 但他们都怀
有一颗火热的心： 让我们的农民工
过上一个最温暖的春节。

1

月
16

日， 江西省高级人民
法院向全省下达了集中攻坚的命
令： 要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领取劳
动报酬， 切实保障农民工过上温
暖、 幸福的春节。

联动出击：

打一场欠薪人民战
在这次集中清理欠薪的活动

中， 全省各级法院紧紧依靠党委
领导， 充分发挥执行联动机制的
作用， 加强与劳动、 工会、 信访、

公安、 新闻宣传等部门的密切配
合， 形成党委领导、 法院主导、

各有关部门齐抓共管的格局， 形
成清欠的最大合力， 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

九江中院对清理欠薪出手早，

动作大， 成效显。 从
2011

年
11

月
29

日开始， 该市专门成立了
15

部
门组成的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领导
小组，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与九
江中院执行局合署办公， 具体负责
清欠专项行动的联动指挥、 组织协
调等日常工作。

清欠领导小组在召开第一次联
席调度会后向全市发布了第一号通
告， 敦促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农民工
用工单位和个人须自通告发布之日
起， 自行清理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公布法院、 工会、 妇联、 劳动监察
及新闻单位的投诉举报电话， 有效
地畅通农民工催讨工资的诉求渠
道； 新闻媒体集中滚动报道， 大力
营造舆论氛围， 壮大清欠声势； 两
级法院充分运用“绿色通道”， 以
“支付令” 等便捷方式方便农民工
维权， 对已经进入执行程序的涉农
民工工资案件加大执行力度， 对恶

意欠薪的单位和个人依法采取强制
措施。

在这次专项活动中， 该市共处
理涉及农民工工资案件

423

件， 清
欠农民工工资标的额

2024

万元，

共为
4885

名农民工追回了被拖欠
的工资。 其中， 法院共受理执行涉
农民工工资案件

98

件， 涉及农民
工

623

人， 执行到位农民工工资金
额

582

万元。

加强协调：

使工资尽快到位
在涉薪的案件中， 有部分欠薪

企业并不是不想还款， 而是因款项
被他方拖欠， 确实无力偿还。 如果
强制执行， 不仅难以兑现工资款，

还可能引起被执行企业陷入困境。

针对这种情况， 法院因案制宜， 一
案一策， 加强与第三方的协调， 力
争使工资款及时到位， 也避免被执
行企业难过年关， 实现了各方和谐
共赢的效果。

2009

年
9

月， 江西省南城县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将部分建筑工程
承包给崇仁县宏伟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至
2011

年
8

月， 宏伟建筑公司
拖欠黄建平等

19

名农民工工资
102

万元。

2011

年
12

月
26

日， 该
19

名
农民工申请执行， 要求春节前兑现。

在被执行人确实无法支付所欠工资
款的情况下， 为了让农民工在年前
领到工资回家安心过年， 执行法官
多次与建设单位南方水泥公司进行
协调， 要求尽快核算被执行人的工
程款项。 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 南
方水泥公司积极配合执行， 迅速核
算， 提前预付工程款

105

万。

1

月
19

日， 南城县法院向
19

名农民工集
中发放被拖欠一年多的工资共计
102.3

万元。

执行救助：

让特困者过个安心年
因各种客观原因， 确有一部分欠

薪案件无法执行到位。 为了缓解申请
执行人的困难， 江西高院为此专门修
订了《民事执行案件司法救助办法》，

提高了一次性救助的金额， 实行省内
三级法院共同救助， 大大提高了执行
救助的力度和效果。 在今年春节前，

全省法院发放执行救助款
197

万余

元， 其中涉农民工工资案件发放救助
金

83

万余元。

武宁县陈培江于
2007

年申请执
行， 但被执行人谭道富拒不履行且一
直下落不明， 执行款未能执行到位。

身体残疾、 生活困难的陈培江始终是
执行法院的牵挂。 每年在农历小年
前， 法院领导都要上门送“年货”。

1

月
16

日， 武宁法院副院长、 执行局
局长前往陈培江家中， 送上食用油、

大米和救助金， 向陈家表示了节日的
问候， 希望他们对生活有信心， 过好
年。 陈培江的妻子感动地说： “党的
政策好， 人民法官就是好， 谢谢党，

谢谢法院！”

据统计， 从
1

月
16

日至
31

日，

全省法院执结涉薪案件
312

件， 为
1559

名农民工兑现工资
2505.06

万
元。

年味依然很浓， 赣鄱执行法官依
然在奔波， 在忙碌。 对百姓有个交
代， 让百姓过个好年， 是他们执著的
动力。

珠海新年紧抓廉政建设不放松

本报讯 （记者任慧娟
通讯员王晓博李凌岩）“送
祝福，送吉祥，莫送红包；收短
信，收春联，不收礼金。 在新年
到来之际， 祝您及您的家人过
一个祥和廉洁、 健康快乐的春
节！ ”春节前后，广东省珠海市
中级人民法院全体干警每隔一
天就会收到这些来自院党组的
新春祝福短信， 让干警及家属
在祝福中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
温暖， 同时也在提醒中告诫自
己时刻保持廉洁自律， 维护珠
海法院良好形象。

为实现廉政建设“全天候、

无盲区”的目标，珠海中院近年
来坚持在节日期间紧抓廉政建
设不放松， 通过手机网络信息
平台， 在短信祝福中提醒干警
慎独自律。同时，结合日常工作
实际， 珠海中院不断深入开展

多项反腐倡廉建设活动。 定期
组织干警观看警示片、 深入革
命传统教育基地学习、 聆听专
家学者的廉政讲座； 落实廉政
谈话、签订承诺书、发放监督卡、

设立廉政档案、严格执行《廉政
准则》和“五个严禁”、全面落实
法官任职回避制度、禁止法院内
部人员干扰办案； 开展司法巡
查、明察暗访、定期测试法官职
业道德规范； 深入推进司法公
开、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完善人
大、政协机关及检察机关监督机
制。通过各项廉政建设活动的深
入开展， 珠海中院队伍素质、案
件质量、司法公信力得到明显提
升。

2011

年，在全省法院人民群
众满意度调查中，珠海中院排名
全省第一，并在全省法院排头兵
竞赛活动中连续取得优胜，综合
得分全省第一。

本报讯龙年春节上班后， 山
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干警们
每人手里多了个“小本本”， 上面
记录自己每天的工作内容、 进展情
况或结果， 还有对法院工作的计
划、 心得及建议， 每月每季度进行
工作小结。 这是在新的工作年度中
枣庄中院加强审判管理， 提升法院
管理效能的新举措。

“工作日志可以帮我们理清工
作思路”， 一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
张法官说， “平时的工作很琐碎，

有时候忙了一天， 往往记不住干了
什么， 现在每天记工作日志， 就会
发现做了不少事情， 也可以检查不
足， 督促自己加快工作进度。”

该院的一名执行法官则认为，

执行日志的实行更有利于当事人认
可我们的工作。 执行日志制度要求
执行人员每天把执行工作进展情况
详细记录下来， 如实记录每次执行
活动的参加人员、 执行时间、 执行

地点， 走访调查的有关人员及查找被
执行财产有关线索的情况， 办案中遇
到哪些新情况、 新问题， 是否遵循了
“穷尽执行措施” 原则。 执行法官要
把执行日志摆放在办公桌醒目位置，

方便当事人查看。

该院还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日志检
查制度。 由政治处负责工作日志的督
导抽查。 庭室负责人对本部门的日志
实行周检查； 分管领导对分管部门的
工作日志实行月检查； 院长对全院工
作人员的工作日志进行季度检查。 检
查主要是看工作日志是否规范、 认真
和到位， 并通过检查了解每位同志的
工作情况， 发现工作中的问题、 差距
和不足。

工作日志制度只是枣庄中院加强
队伍建设， 提高管理水平， 实现管理
增效和落实科学发展的具体措施之
一。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公正司
法的能力， 让老百姓满意。” 该院院
长惠从冰强调。 （魏大为）

枣庄工作日志提升管理效能

1

月
31

日至
2

月
3

日，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举办了为
期四天的民法学、 国学培训班。 市中院及萨尔图区法院干警

150

余人参加
了培训， 培训使法院干警更新了观念， 拓宽了视野。 刘英林摄

1

月
30

日，正月初八，大家还
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中。 重庆市忠
县人民法院女子法庭蹒跚走来一
位年过八旬的老人。

他只说两句话：“我没得饭
吃，我没得钱弄药。 ”

女法官们赶紧端来一杯热
茶，扶老人坐下。经过一番耐心的
询问，得知老人叫刘方珍，是来法
庭起诉要求子女支付赡养费的。

接待的女法官立刻联系司法局的
同志， 先行协助老人办理了法律
援助。

1

月
31

日，天刚蒙蒙亮，女法
官们就早早来到办公室为巡回

审理做准备。

8

点准时出发。经过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颠簸，走过坑
坑洼洼的田坎，终于到达了东溪
镇二组刘方珍老人的家。

刘方珍育有三子一女， 老伴
去世时四个子女尚未成年， 他独
自将孩子们拉扯大， 如今四个子
女均已成家立业， 自己却为生存
发起了愁。 通过庭审调查得知，刘
老的三个儿子及儿媳均在外打

工，多年来随女儿刘克惠生活，由
二儿子刘克群和三儿子刘克龙分
担医疗费用， 长子刘克荣则因家
庭历史矛盾而尽赡养义务较少。

去年年末，老人因胃出血住院，并
引发其他病症， 子女们为突然增
加的医疗费用发生争执。 了解情
况后， 女法官们耐心细致地给四
被告做思想工作， 解除了老大与
三个兄妹间的心结， 四个子女就

赡养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当场兑
现了今年全年的生活费。

老大刘克荣高兴地拍桌子提议
道：“我成家这么多年， 我们都没有
团聚过， 今天在法官的帮助下我们
兄妹总算说拢了， 今晚就到我家吃
团圆饭！ ”

此时已是下午两点， 山城冬天
难得的暖阳洒在老人身上。

临别时，老人执意要送到村口，

并说：“早上起来就觉得今天应该是
个好日子，还真是一个好天气呐，谢
谢你们让我生活有了着落！ ”

看到老人满意的笑容， 想到难
得的冬日暖阳，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自女子法庭成立以来， 女法官
们积极创新方法，探索新思路，逐渐
形成了一套弱势群体维权案件特殊
处理机制。赡养案件是女法官们关注
的重点之一。对赡养案件女子法庭实
行优先立案、优先排期、优先送达。对
赡养案件法庭统一实行巡回审理，她
们到院坝、村社开庭，让更多群众旁
听，更好维护了老人权益，也树立了
尊老敬老团结孝顺的良好风尚。

寒冬里的艳阳天
任娟汤君丽

湖北高院王功荣当选“正义人物”

本报讯河南省夏邑县人
民法院对发回改判案件、 疑难
复杂新型案件、 涉诉信访案件
等三类案件实行三案讲评，以
讲评促审判质量的提高。

发回改判案件、 疑难复杂
新类型案件和涉诉信访案件是
近年来引发涉诉信访案件的源
头，极易影响法院的社会形象。

该院针对这一突出问题， 由审
判管理办公室负责制定《三类
案件讲评实施细则》 并负责督
办。 首先由案件承办人就案件
的审理、 执行情况提交书面说
明，对二审发回、改判、当事人
上访的原因谈认识； 对疑难复
杂新类型案件提思路和法律运
用，并印发给审判委员会委员，

然后由各个委员在召开审委会
会议上对案件进行点评，确定
案件审理在程序运用和实体处
理上的正确性。 经过点评，让
办案人对于案件有一个正确的
认识：若所办案件没有问题，还
办案法官“清白”；若存在瑕疵
案件或是错案，按照有关规定
对承办法官进行责任追究。

据了解，该院去年全年共
讲评“三类”案件

50

余起，此举
有效增强了法官的责任意识，

提升了法官办案水平，提高了
案件审判质量，维护了司法公
信力。 该院

2011

年案件上诉发
改率、涉诉信访量比去年同期
均下降

10％

以上。

（徐永忠崔永辉）

夏邑案件讲评提高审判质量

“这工钱都欠我一年了，没想到法院很快就把钱要回来了，今年终于能过个好元宵节了。”于某激动地说。

2

月
2

日，安徽省灵璧县人民法院渔沟法庭挤满了领钱的农民工，他们难抑兴奋、笑容满面。

7

名来自该省泗县
长沟镇的农民工你一言我一语，争相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和对法院的感谢。 殷朝云摄

上海徽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周口长虹集装箱水运有限公
司： 上诉人江苏新时代造船有限公司就

2010

年沪海法商初字
第

1105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上诉
状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上海海事法院

深圳泛信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稀土开发公司： 你司欠我
行合同号（

1989

） 深信银贷字第
124018

号《借款合同》 项下
的人民币贷款余额本息早已逾期。 因你公司去向不明， 无法
联系， 造成我行无法直接向你公司追索。 请你司自本通知见
报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我行承担上述债务的清偿责任和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或派人来我行商谈还款事宜。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012

年
2

月
1

日
深圳泛信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正信（集团） 有限公司工

贸部： 你司欠我行合同号（

1989

） 深信银贷字第
124007

号、

124009

号、

124010

号和
124011

号《借款合同》 项下的人民币
贷款余额本息早已逾期。 因你公司去向不明， 无法联系， 造
成我行无法直接向你公司追索。 请你司自本通知见报之日起
十五天内向我行承担上述债务的清偿责任和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或派人来我行商谈还款事宜。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012

年
2

月
1

日
深圳华翔实业开发公司、辉阳发展有限公司：你司欠我行

协议号
100190

、

100131

、

100132

、

100133

项下的贷款人民币本息
628

，

944.24

元， 及欠我行协议号
010152

项下贷款港币本息
6

，

188

，

259.38

元未还事宜。 因你公司去向不明，无法联系和追
索。 请你司自本通知见报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我行承担上述债务

的清偿责任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或派人来我行商谈还款事
宜。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012

年
2

月
1

日

张玉梅：本院受理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西直门支行与被上诉人北京市信达立律师事务所、原审被告张
玉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

2012

）一中民终字第
531

号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刘德明：本院受理盖琰诉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东民初字第
06198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于伟华：本院受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诉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年
东民初字第

1113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刘羡起：本院受理魏红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丰民初字第
12634

号判决
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
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王春礼、北京鑫运九和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时建波诉
你们及其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

丰民初字第
03639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二十二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赵志朋：本院受理李凤申诉你及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涿州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丰民初字第
0150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二十二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陈秉智：本院受理北京市丰台华兴商贸中心诉你方侵害企
业出资人权益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2011

）丰民初字第
1494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 受理了申请人北京粤顺龙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大兴分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丢失的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马家堡支行开据的转账支票一张（票据号码为
00700553

，票面金额为
13559

元，出票日期为空白，出票人为申
请人，持票人为申请人），已依法予以公告。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
申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2

年
1

月
30

日依法

作出（

2011

）丰民催字第
28499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 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魏强、季祥琳：本院受理原告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们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

2011

】宁民二初字第
030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安徽
]

宁国市人民法院
吴联合、吴惠：本院受理原告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们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

2011

】宁民二初字第
011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安徽
]

宁国市人民法院
张亚平、于红军：本院受理原告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们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

2011

】宁民二初字第
011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
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安徽
]

宁国市人民法院
陆克龙、徐晓军：本院受理原告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们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

2010

】宁民二初字第
050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
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安徽
]

宁国市人民法院
甄广：本院受理原告孙永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东民初字第
1154

号民事
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城郊人民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
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吉林
]

东丰县人民法院
翟建波：本院受理原告宁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

）新民初字第
5488

号民事判决
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泉沟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山东
]

新泰市人民法院
成都市健欣医药工业研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成都知

微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公司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1

）成民初字第
56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
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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