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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长效机制建设

推动法院文化发展

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于大海

北国名城大庆，素有“油城”之称，不尽石油滚滚来，创造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大庆精神”、“铁人精
神”等宝贵的精神财富。 黑龙江省大庆市两级法院积极把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融入到法院文化建设中，努力形成富
有油城特色的司法文化，有力地推动了法院工作科学发展。 一个时期以来，相继涌现出了以“新时期的好法官”顾
双彦、“全国优秀法官”龙呈德、“全国优秀女法官”梁智博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典型群体。 大庆中院被最高法院
评为“全国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 “全国文化建设示范单位”， 荣记集体一等功， 让胡路区法院被评为“全
国模范法院”， 龙凤区法院、 大同区法院被评为“全国优秀法院”。

大庆：打造油城特色司法文化

本报记者唐凤伟本报通讯员张蔚天刘震王希慧

前不久，李伟、李力这对亲兄弟
来到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 送来
一面绣有“一心为民，公正执法”的
锦旗，兄弟俩紧握着法官的手，激动
地说：“多亏法官了， 没有法官的耐
心教导，等老父亲走的那一天，我们
可要后悔终生了！ ”

原来，李德兴老人现已
83

岁高
龄，体弱多病，生活不能自理。

1998

年，老人的儿子李伟、李力分家后，

未对老人赡养问题作出具体安排，

兄弟俩均不尽赡养义务。后来，村干
部及李家的亲属多次调解、协商，始
终未能将老人的赡养落到实处，致
使老人生活无着落， 有病得不到医
治，处境十分艰难。 去年年底，李德
兴委托其侄女把李伟、 李力兄弟俩
起诉到法院。考虑老人年事已高，行
动不便，出庭困难，法官便把庭开到
李德兴家里。开庭时，法官会同调解
员及相关亲属， 对老人的赡养问题
进行现场调解， 严正指出兄弟俩不
赡养老人的行为不仅要受到社会道
德的谴责，更是法律所不允许的。经
过耐心细致地讲解相关法律规定和
做思想工作， 兄弟俩最终认识到自
己的错误， 就老人的赡养问题达成
了协议。 李德兴终于又体会到了久
违的家庭温暖。

一直以来， 龙凤法院始终突出
抓好法院文化建设， 牢固树立司法
为民法治理念， 有效促进了司法作
风的转变。“精神文化是文化建设的
核心和灵魂， 只有突出抓好法院精
神文化建设，才能打造亲民爱民、作
风优良的法官队伍”，龙凤法院院长
黄耀东说。

该院为了不断增强干警与群众
的感情，在法庭外，定期开展“法律文
化周”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和人民群众评议庭审， 与国有企业、

金融界人士进行司法服务恳谈，听取
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每年深入
辖区企业和校园开展法律宣传，普及
法律知识，让群众更多地了解法院工
作， 树立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亲民、

爱民的良好形象。 在法庭上，通过上
门立案、电话、网络预约立案等方式，

及时受理群众的各种诉求；建立困难
群众依法维权的“绿色通道”，关心困
难群众生活，切实为群众解决诉讼中
遇到的实际困难。 几年来，该院共为
353

名当事人减免缓诉讼费
62.9

万
元，为

8

名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资金
137.45

万元。

龙凤：

文化建设促进作风转变

近年来，大庆法院坚持“大庆精神建院、

铁人精神育人”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着力构
建法院文化建设长效机制，走出了一条“以正
确理念为统领，以司法为民为导向，以文化活
动为载体；有常设机构，有长远规划，有长效
制度，有基础设施”的具有油城特色的法院文
化建设新路子。

以正确理念为统领。 通过开展法官职业
道德教育、警示教育和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教
育，在干警中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并
以此为统领，制定了“崇法、智慧、中立、清廉、

矜谨、为民”的院训、“四个一流”的工作目标
和“文化育院、人才兴院”的工作方针，形成了
具有油城法院特色的前瞻愿景、 治院精神和
品格定位。

以司法为民为导向。 把文化建设作为审判
事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司法为民为导向，

狠抓法官行为文化建设，完善司法为民措施，使
人民群众享受到法院文化建设成果。制定了《司
法为民

30

条具体措施》， 成立了诉讼服务中心
和假日法庭，大力推行网上立案、巡回办案、预
约开庭，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服务，为人民群众
提供良好司法服务和有力司法保障。

以文化活动为载体。 坚持在春节、“七
一”、“十一”等重大节日期间，举办干警文艺
会演、演讲比赛、乒乓球比赛、长跑等文体活
动；举办《油城法官论坛》、《法官读书报告会》

等文化交流活动。还成立了“大庆法院书画摄
影协会”，全市法院共有

225

名干警被吸收为
会员，开展各种创作、巡回展览活动

7

次，创
作文化作品

2000

余幅，充分调动了广大干警
开展法院文化创作的积极性。同时，加强法院
文化宣传，近三年来，全市两级法院共发表省
级以上法院文化宣传文章近千篇。

有常设机构。 大庆中院成立了法院文化
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各基层法院和中
院各部门分别设立

1

名文化建设联络员，具
体负责本单位和本部门的文化建设日常管理
工作，形成了“工作有人抓，事情有人办，上下
有沟通，好坏有奖惩”的工作格局。

有长远规划。 大庆中院领导班子多次深
入基层进行文化建设专题调研， 每名班子成
员撰写了

1

篇调研报告，结合大庆法院实际，

研究制定了全市法院文化建设的“三年规划”

———《

2010-2012

年大庆市法院文化建设规
划》。 明确了全市法院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

具体内容、 方式方法、 责任分工和奖惩机制
等，把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作为法院文化建设
的统领，有效提高了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有长效制度。 大力加强制度文化建设，制
定了大庆法院《文化建设工作指导意见》、《文
化建设实施方案》，把文化建设纳入全市法院
工作目标考核中，严格兑现奖惩，提高了全市
法院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了既有
传统思想又有时代新意的法院文化创建体系。

有基础设施。积极推进物质文化建设，把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法院精神文化的重要
载体，筹资建成“一厅、一窗、两网、三房、四
室”等一系列文化阵地。 在审判大厅、诉讼接
待中心、 审判法庭等公共场所装饰悬挂象征
公平正义的浮雕或司法警句格言， 使广大干
警和人民群众一踏入法院大门， 就能感受到
浓浓的司法文化氛围。

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人民法院严
格秉承“文化建院、 文化兴院、 文化强
院” 工作理念， 以铁人精神建队伍、 以
大庆精神铸法魂， 用文化凝聚队伍、 营
造氛围、 提高质效、 提升品位， 各项工
作始终走在全省法院前列。

理念强基构建精神文化
“文化如水， 有着极强的渗透力和

创造力， 随形就体、 无往不能。” 在全
院文化建设工作推进会议上， 高新区法
院院长何文平如是说。 自

2007

年建院
以来， 该院充分发挥文化的导向、 激
励、 凝聚、 规范和辐射作用， 全面催生
干警的责任心和归属感， 实现了法院群
体价值和干警个人价值的双赢。

“一句誓言， 一生的实践， 一个
‘忠’ 字书写金色华年……” 一曲慷慨
激昂的院歌， 唱出了高新区法院人“为
大局高效服务、 为人民公正司法” 的共
同心声。 为打造具有高新区法院特色的
文化符号， 建院伊始， 他们便通过公开
征集和实际教唱院歌、 铭记院训、 标志
院徽， 深入凝聚群体思想意志， 筑牢团
队理想信念。

几年来， 该院共适时组织开展了参
观学习、 演讲比赛、 球类比赛、 书画摄
影展、 联欢会等全院性主题文化活动近
200

场次， 提升了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 从院领导到普通干警， 每天坚持做

工间操。 同时， 每年定期开展机关作风
专项教育整顿、 全员素质拓展训练和司
法警察封闭集训， 在院内强化培育了
“整齐划一、 令行禁止、 听从指挥、 严
谨规范” 的准军事化氛围， 让“厚德尚
法、 公正勤廉、 重效笃行” 的院训深深
印刻在每位干警心中。

加强管理构建制度文化
高新区法院坚持在制度建设上下工

夫， 积极培育群体行为习惯。 该院编印
了涵盖

9

个方面
201

项制度的《规章制
度汇编》， 以考促学， 狠抓制度落实，

全面提高法官职业素养。 同时， 在深入
调研的基础上， 该院成功推行了民商事
“

121

” 审判模式， 使审限平均缩短了
20

多天； 执行工作创新了“两会一检
一通一上榜” 工作制和“五定一包” 工
作法； 审管工作创新了审判质效监察的
“七个怎么办” 和执法办案“月通报、

季公示” 等措施； 廉政工作推出了“四
重四轻” 教育模式和抓、 防、 教、 管
“四字诀”， 建立健全了违法审判责任追
究制度、 廉政监察员制度、 审判公开制
度等

21

项制度措施， 成效显著。

调解工作中， 高新区法院为驻院人
民调解室拓展了判后答疑职能， 并在
“五凭、 五心、 五调” 工作法的基础上，

提炼出了一套包括情景感染法、 换位思
考法、 宣泄调解法等在内的一整套方法

体系， 确立了“主体多元化、 实施全程
化、 手段艺术化、 管理规范化” 的全新
纠纷调解模式。

2011

年， 该院被最高
人民法院评为“全国法院诉调对接工作
示范单位”。

改进作风构建行为文化
高新区法院注重加强司法职业修

养， 树立良好职业形象， 围绕“六个
零” 的队伍建设工作目标， 以“序列分
开、 分类管理、 定向培养、 合理使用、

动态考核” 为手段， 不断完善法官行为
文化。

针对辖区高科技企业、 行政机关和
高校相对集中的特点， 高新区法院不断
强化能动司法理念， 每年定期召开为辖
区企业发展服务工作座谈会， 为企业发
展进言献策； 坚持深入辖区走访调研，

帮助整章建制， 规范管理。

该院推出的“院长课题攻坚” 、

“院长值勤月” 和“院长释法明理” 三
项举措， 以“身教” 的形式， 有效导
引干警行为。 班子成员每季度每人选
定法院一到两个建设发展中的重点、

难点问题作为课题组织攻坚； “院长
值勤月” 中， 班子成员之间“院长轮
流当、 决策大家来”， 做到管理多角
度、 月月有创新； “院长释法明理”，

由班子成员轮流亲自接待当事人， 为
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 三项举措让普

通干警看到班子成员工作亲力亲为、

敢于担当的工作作风， 潜移默化地影
响了干警的行为。

夯实基础构建物质文化
在党委和上级法院的帮助支持下，

高新区法院积极推进审判办公综合楼建
设， 将庄严、 人本、 和谐等文化理念融
入其中， 突显新时代法院文化理念。 该
院组织编写了法院年刊《脚步声声》，

建设了荣誉陈列室和图书室， 建设了法
院文化长廊， 组建了电声小乐队和舞蹈
队， 辟建了乒乓球场、 羽毛球场等体育
锻炼场所， 建立了局域网、 互联网站、

公共学习网吧、 审判管理网和覆盖全院
的监控网络， 建立了传统教育基地、 文
体活动基地和作风整顿基地， 形成了
“一刊、 二室、 三基、 五网” 的物质文
化格局， 实现了传统教育有基地、 娱乐
活动有场所、 读书学习有去处。

浓郁的文化氛围， 提升了队伍素
质和能力， 目前， 该院

50

名在编干警
全部达到本科以上学历， 硕士学位占
24%

， 有
6

人被评为“专家型” 法官，

数量位居全市前列， 为法院工作跨越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2007

年以
来， 该院办案万余件， 实现了队伍建
设零违纪、 审判质量零差错、 行政管
理零事故、 责任体系零盲点、 工作落
实零偏差。 先后获得全国“三八” 红
旗集体、 全省政法工作先进集体、 全
省优秀法院、 全省法院文化建设示范
单位、 全省信访工作先进集体等各类
荣誉

201

项， 并立集体三等功两次、

二等功一次。

高新：

文化建设助推法院发展

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参观基层法院“文化墙”。 张蔚天摄 龙凤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到当事人住处了解案情调解纠纷。 张蔚天摄

申请人北京现代开元科贸有限公司因丧失转账支票一张，

于
2012

年
3

月
8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
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丧失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7

日，票据记载：

票面号码为
06060586

，金额为
22880

元，出票人为北京索宏恒
业科技中心。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
权利。 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总后勤部军事交通部接待站因丧失转账支票两张，

于
2012

年
3

月
8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
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丧失时间均为

2012

年
1

月
23

日，票据记
载：票面号码分别为

03688805

、

03688806

，金额均为空白，出票
人均为总后勤部军事交通部接待站。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天津邦达石油管材制造有限公司因票面号码为

3100005120617905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9

月
6

日，票面金额为
人民币

1000000

元，出票人为福建上一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
为浦发福州分行营业部，收款人为四川省宜宾上一酒业有限公
司的银行承兑汇票，经收款人背书转让给邯郸市文运钢铁有限
公司，其后分别为邯郸市海坤贸易有限公司、河北华能实业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邢台分公司、 忻州华茂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太
原市东靖原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甬波惠海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海鑫国际线材有限公司、山西省电力公司运城大用户营业
所、山西潞安容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

长治市利润达工贸有限公司、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中煤
地质工程总公司北京大地特勘分公司、再经中煤地质工程总公
司北京大地特勘分公司背书转让给申请人，申请人不慎将该承
兑汇票丢失。现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现予

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福建
]

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黄玉成遗失支票

1

张， 号码为：

11133402

， 开户银
行： 鹤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共和信用社， 帐号：

80010000044997215

，户名：黄玉成。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已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
的规定。 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有关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 如公告期限届满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

广东
]

鹤山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巩义市大峪沟煤矿火车站煤场装卸队因银行承兑

汇票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

31300052/21604383

、金额为
30

万元，出
票人为河南华星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巩义市济华物资
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洛阳银行郑州分行，出票日期

2011

年
10

月
14

日、到期日期
2012

年
4

月
14

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郑州中意万达商贸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
记载：票号

20106470

，金额
3

万元，出票人河南少林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收款人河南少林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付款行郑州银行
荥阳支行，出票日期

2012

年
2

月
13

日，汇票到期日期
2012

年
8

月
13

日。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河南
]

荥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郑州中意万达商贸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
记载：票号

20106505

，金额
2

万元，出票人河南少林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收款人河南少林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付款行郑州银行

荥阳支行，出票日期
2012

年
2

月
13

日，汇票到期日期
2012

年
8

月
13

日。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河南
]

荥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郑州中意万达商贸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
记载：票号

20106506

，金额
2

万元，出票人河南少林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收款人河南少林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付款行郑州银行
荥阳支行，出票日期

2012

年
2

月
13

日，汇票到期日期
2012

年
8

月
13

日。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河南
]

荥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孟州市予孟管业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31300052 21666480

、出票金额为壹佰万元整、出票人为郑州龙
全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2

月
24

日、收款人
为孟州市予孟管业有限公司、 汇票到期日为

2012

年
8

月
24

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郑州银行西区支行的银行承兑
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河南
]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孟州市予孟管业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31300052 21666479

、出票金额为壹佰万元整、出票人为郑州龙
全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2

月
24

日、收款人
为孟州市予孟管业有限公司、 汇票到期日为

2012

年
8

月
24

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郑州银行西区支行的银行承兑
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河南
]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孟州市予孟管业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31300052 21666478

、出票金额为壹佰万元整、出票人为郑州龙
全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2

月
24

日、收款人
为孟州市予孟管业有限公司、 汇票到期日为

2012

年
8

月
24

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郑州银行西区支行的银行承兑
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河南
]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孟州市予孟管业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31300052 21666476

、出票金额为壹佰万元整、出票人为郑州龙
全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2

月
24

日、收款人
为孟州市予孟管业有限公司、 汇票到期日为

2012

年
8

月
24

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郑州银行西区支行的银行承兑
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河南
]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通怡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一份银行汇

票（票号为
31300051/24464441

、面额为人民币
10

万元、出票人
为南通华凯重工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南通华宇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1

月
20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

江苏
]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湘潭市宏大纺织机械厂因遗失一份银行汇票（票号
为

31300051/22366315

、面额为人民币
50000

元、出票人为南通
鸿荣纺织原料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南通民俊纺织原料有限公
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15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

江苏
]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通加泰混凝土有限公司因遗失一份银行汇票（票

号为
30800053/93118692

、面额为人民币
10

万元、出票人为江
苏韩通船舶重工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江苏景通贸易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2

月
14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现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

江苏
]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延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江苏海安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办理的江苏润洋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汇给江苏富强集团海安物资销售有限公司，

票面金额
50000

元， 票号
31400051/21575191

的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海安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肖向荣（系张家港市杨舍西城欣荣保温材料经营部

业主）因遗失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安支行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办理的南通市东建纺织有限公司汇给南通市
凯大工贸有限公司， 票面金额

50000

元， 票号
31400051/

20988994

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

江苏
]

海安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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