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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三项建设”

打造品牌队伍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刘亚宁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官， 坚决拥护宪法……为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懈奋斗。”

2011

年
1

月
19

日上午， 在山东
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新建综
合审判大楼启用仪式上， 面对
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 豪情
满怀的淄博中院法官庄严宣誓。

借新建综合审判大楼的启
用， 淄博中院党组提出要“创
品牌法院， 做文明干警”。 一年
来， 该院队伍的整体素质较大
提升， “公信法院” 的创建道
路越走越宽阔。 该院先后荣获
“省级文明单位” 荣誉称号， 被
最高人民法院表彰为“立案信
访窗口建设先进集体”， 并被最
高人民法院确定为山东省唯一
一个行政审判联系点中级法院。

千帆竞发 勇创一流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化“公信法院”创建纪实
本报记者闫继勇本报通讯员黄强张丽

2008

年以来， 通过公务员招考、

从基层法院选调等形式，

34

名年轻干
警进入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工
作， 其中，

17

名为应届毕业的研究
生。 为了使这个年轻的群体尽快熟悉
法院工作， 更好地成长进步， 淄博中
院开展了“典型引路”、 “法官教法
官” 活动， 制定出台了《关于建立业
务带头人制度的实施办法》， 并为全
院每一位干警建立“司法能力档案”，

多渠道多形式为年轻干警的成长进步

助力。

这一天， 淄博中院大会议室里座
无虚席， 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认为这
是某高校教授在给干警授课， 而实际
上， 这是淄博中院民一庭法官宋欣欣
结合自己对如何做好案件服判息诉工
作的体会和认识， 在全院业务带头人
办案经验交流会上做专题交流。 鲜活
的事例、 深入的分析给全院干警献上

了生动的一课。 “真的没想到宋法官
在如此繁忙的办案工作之余， 还能有
这么深刻的法律研究， 做‘专家型法
官’ 应该成为我们年轻干警共同的理
想。” 几位年轻干警的交流中， 无不
流露出敬佩之情。

近年来， 淄博中院把建设学习型
法院、 培养学习型法官作为法院文化
建设的突破口， 大力推进院史馆、 信

息岛、 阅览室、 资料室等学习平台建
设， 为干警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
件。 加大干部交流力度， 该院先后从
基层法院遴选

14

名法官， 并组织
48

名
业务骨干和新进人员到基层法院、 人
民法庭以及信访岗位挂职锻炼， 提高
化解矛盾、 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截
至目前， 全院具有法官资格的人员比
例达到

75%

， 与
2008

年底相比提高了
20

个百分点， 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

法官素质进一步提升。

“这一案件能成功化解是我们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全市维稳工作做出的
又一突出贡献， 并且具有十分现实的
示范意义。 请代我向为此付出艰辛努
力的法官同志们表示感谢！”一起群体
性案件成功化解后，淄博市委副书记、

市长周清利专门做出批示。

徐某、王某等是淄博某小区的
214

户住户， 他们发现其所居住的楼房有
晃动现象， 并认为是与其仅隔一条公
路的某生物公司的生产车间所致。

2005

年， 环保部门对震源进行多次监
测后认定， 该生物公司在生产时产生
的持续震动， 导致徐某等人的住宅楼

有明显晃动现象， 且晃动程度超过了
国家震动标准， 于是责令该公司采取
有效措施消除震动危害。 该公司采取
多项措施进行整改，但效果并不明显。

同年
6

月， 环保部门责令其停产治理，

但治理工程完成后， 徐某等人的楼房
仍存在晃动现象。 又经过多次监测与
治理后，震动仍未消除。徐某等人遂向
法院提起诉讼。

案件上诉到淄博中院后， 承办法
官在进行现场勘验的基础上， 认真研
究审理方案， 耐心细致地做双方当事

人的思想工作。 经过近二十次的协调
努力，最终使当事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徐某等人服判息诉。

淄博中院注重强化制度管根本、

管全局、管长远的作用。建立以审委会
办公室为龙头的案件审判质量监控机
制， 以立案信访局为龙头的案件效率
监控机制， 以政治部为龙头的绩效考
核机制，以办公室、司法技术与装备管
理局为龙头的司法保障机制， 制定了
200

余项规章制度，形成了“事事有规
则、处处有章法、人人有责任、环环有

监督”的制度氛围。

为了使干警牢固树立“以当事人
为本”、诚信司法的理念，淄博中院积极
探索建立以“当事人充分参与、动态评
价分析、失信司法行为公示”为主要内
容的诚信动态评估机制，积极构建“全
面覆盖、流程管理、资源共享、内外联
动”的审判执行案件诚信体系，最终实
现以诚信树公信。 同时，在全院组织开
展“送法律、送温暖”，“一对一”结对帮
扶活动。据统计，截至目前，该院各党支
部、党员干警共走进企业、学校、村居等
走访座谈

35

次，解答法律咨询
512

人次，

捐助资金
22000

余元，受到广泛好评。

天高任鸟飞。淄博中院坚持“想干事、能干事、干
成事、不出事”的用人导向，努力实现“想干事的有机
会、能干事的有平台、干成事的有地位”的工作目标，

充分调动广大干警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在全院形成
了“人心思上、人心思进”的良好氛围。 据统计，去年
以来，全院共有

9

名干警受到省级以上表彰。

“对于竞争民三庭庭长这一职位，我认为我有
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如果竞职成功，我将重
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赵绛帼庭长的
竞职演讲有思想、有态度、有决心，受到了干警的
普遍好评。

去年，淄博中院以竞争上岗的形式选拔了
5

名
中层正职和

6

名中层副职，共有
23

名同志报名参加
了竞职演讲。演讲中，干警们表现出了积极进取的
精神状态和干事创业的工作热情。经过干警投票、

任职公示、集体谈话等环节，最终，有
11

名干警脱
颖而出，竞职成功。

“中层干部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中枢作用， 他们
是全院的业务骨干。 我们实行竞争上岗工作机制，

就是为了使选拔工作更加公开透明，为能干事者创
设平台。 ”淄博中院院长刘亚宁如是说。

淄博中院是全国最早开展量刑规范化调研并
取得成果的法院，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该院的一个
亮点、一个品牌。

2009

年
1

月，淄博中院被指定为全
国首批四个试点中院之一。

提到量刑规范化改革， 就不能不提到他———

淄博中院刑一庭副庭长徐嘎。 他刚到法院工作时
只是一名非法律专业大专毕业生， 但徐嘎勤于思
考、善于钻研，在繁重的审判工作之余攻读山东大
学法律硕士，并承担了多个重点调研课题。在开展
量刑规范化调研过程中， 淄博中院党组对徐嘎寄
予了很大的期望，并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极
大地支持。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撰写的《量刑规范
化的调研报告》被最高法院评为“全国法院优秀调
研成果一等奖”，并获得“全省法院重点调研课题
一等奖”、“全省法院第四届优秀调研成果一等
奖”。 徐嘎还多次代表淄博中院、山东高院参加最
高法院举办的“量刑指导意见座谈会”，两次出席
联合国主办的量刑国际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 淄博中院借新建
综合审判大楼启用之机， 要求干警工作时间一律
着制服，并提出建设无烟楼的目标，要求干警、当
事人在办公楼内一律不准吸烟。 规范化的管理带
来了形象的提升，在一次庭审结束后，经常来淄博
中院出庭的王律师道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新大
楼带来了新形象、新气象，法官的精神状态更加饱
满，对待律师、当事人的态度更加热情了，我们相
信，在这里一定能得到一个公正的裁判！ ”

搭建平台

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典型引路 干警成长进步的助推器

公正执法 让群众观念入心入脑

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 高素质的法
院队伍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基本保障。

近年来，山东淄博中院围绕创建“公信法
院”，通过加强领导能力、法院文化和诚
信司法“三项建设”，不断提升队伍的学
习力、执行力、凝聚力和战斗力，靠管理、

靠队伍、靠形象提升司法公信。

注重抓好法院文化建设， 着力提升
法官的人格魅力。 结合“齐文化”资源深
度挖掘充实具有淄博特色的法院文化内
涵， 以继续开展各项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为载体，精心培育“崇法诚信、厚德至善、

勤廉务实、追求卓越”的法院精神，有效
增强法官个体的职业认同感、使命感、归
属感和自豪感； 将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
教育纳入培训体系， 引导法官和干警克
服“职业麻痹感”，做到用良知办案、用智
慧办案； 完善人格魅力提升的评价体系
和约束机制，探索建立德行档案制度，确
保干警形成良好职业操守； 建立完善发
现典型、 挖掘典型、 锤炼典型的长效机
制，挖掘、树立一批叫得响、立得住、具有
时代特色的先进典型和先进经验， 形成
群体规模和品牌效应， 以文化建设弘扬
新风正气。

注重抓好领导能力建设， 着力打造
法院专业领导群体。 领导能力是一个综
合能力，能否将领导力具体化、实践化，

需要领导者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才
能真正把领导力转变为决策力、 执行力
和管理力。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必须
坚持把领导能力建设放在自身建设的首
位，为干警做表率。领导班子成员应重点
增强“七种能力”，即学习能力，做勤于思
考的学习型领导干部；创新能力，做敢担
风险的创新型领导干部；管理能力，做率
先垂范的管理型领导干部； 决策能力，做
敢于负责的决策型领导干部； 驾驭能力，

做驾驭全局的控制型领导干部； 业务能
力，做业务精通的专家型领导干部；防腐
能力，做严于律己的自律型领导干部。 加
强部门“一把手”能力建设，不断增强理论
素养、政治素养、价值观修养、司法素质、

文化修养等“五种基本素质”，全面提升准
确把握大局、驾驭复杂局面、严格依法办
事、抓班子带队伍的能力和水平；加强中
层执行力建设，不断强化责任意识，切实
发挥好推动工作发展的表率和中坚作用。

注重抓好诚信司法建设， 着力提高
队伍的整体作风效能。 诚信是做人的立
身之本，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在这一定
位中，诚信司法至关重要，既要引导法官
诚信审判、诚信执行，做诚信社会的先行
者、引导者，又要通过全面正确发挥审判
职能，依法引导、规范、维护社会诚信体
系建设。以“诚信司法、诚信做事、诚信为
官、诚信做人”为重点，探索建立以“当事
人充分参与、动态评价分析、失信司法行
为公示” 为主要内容的诚信动态评估机
制，着力培养干警自我管理、自我约束、

自我监督的能力和信守承诺、 公正司法
的品格，实现以诚信树公信。 图为淄博中院年轻干警赴焦裕禄纪念馆参观学习。 张丽摄

图为淄博中院法官巡回办案布置庭审现场。 王云海摄

图为淄博中院举行法官裁判文书制作竞赛。 王云海摄图为淄博中院法官进学校进行普法宣传。 王云海摄

申请人北京新诚怡嘉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丢失，

该票据记载：票号
1030113003931750

、票面金额
8000

元、出票
人同申请人、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签发日期

2012

年
4

月
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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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6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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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新诚怡嘉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丢失，

该票据记载：票号
1030113004934026

、票面金额
5000

元、出票
人同申请人、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签发日期

2012

年
4

月
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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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6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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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鸿兴电器店因银行支票遗失，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
载：票据号码为

03521716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29570

元、出票
人为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鸿兴电器店、收款人为深圳市天恩贸易
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深圳农村商业银行上屋支行、出票日期
为

2012

年
3

月
28

日、付款日期为
2012

年
3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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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东
]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市成胜生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出票人为常熟市龙特耐磨球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常熟市龙
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持票人均为无锡市成胜
生铁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江苏银行常熟梅李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2

月
9

日， 票面金额为
50000

元， 票据号码为
3130005123607336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

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提出申报。

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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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通天成化油器有限公司因遗失一份银行承兑汇票

（票号为
31300051/24461488

、面额为人民币
20000

元、出票人为
南通泰格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南通天成化油器有限公
司、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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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潍坊创业工贸有限公司因遗失承兑汇票壹份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
据号码

31300052 20932759

，金额
50

万元整，付款人攀枝花市
天亿化工有限公司，收款人攀枝花市博兴商贸有限公司，出票
日期

2011

年
10

月
21

日，汇票到期日
2012

年
3

月
21

日，付款
行攀枝花市商行市行。 自本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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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
]

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富阳市明鑫塑钢安装有限公司因持浙江萧山农村

合作银行党山支行于
2012

年
1

月
19

日签发的编码为
4020005122801035

号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
票人杭州金翔包装有限公司、收款人浙江三星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背书人浙江三星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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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嘉兴市大洋纸业有限公司因所持的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号码为
31300051/24837515

， 出票日期
2012

年
3

月
16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2

年
9

月
15

日，出票人为台州奥田鞋业

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票金额为人民
币

100000

元，收款人为浙江金明包装有限公司、该汇票由收款
人转让给申请人）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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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现
予以公告。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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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嘉兴市大洋纸业有限公司因所持的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号码为
10200052/21154616

，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3

月
22

日，

汇票到期日为
2012

年
9

月
21

日，出票人为台州路桥金卡达包装
厂（普通合伙），付款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路桥支
行，汇票金额为人民币

380000

元，收款人为申请人）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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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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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新昌县蓝翔机械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汇票号码为

40200051/20868451

、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3

月
7

日、汇票到期日
为

2012

年
9

月
7

日、出票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

元、出票人为玉
环中频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玉环颂亚机械有限公司、出票
行为浙江玉环合行营业部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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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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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玉环县人民法院

本院在受理（

2008

）海执字第
1719

号陈修远申请执行吴小
军名誉权纠纷一案中，依据（

2006

）海民初字第
26845

号，（

2007

）

一中民终字第
09614

号判决书，吴小军的行为构成对于陈修远
名誉权的侵害，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吴小军于本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选择全国发行的任意一家报刊登载书面致歉声明，费用
由吴小军负担。 吴小军向陈修远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3

万元、

公证费
2000

元及交通费
500

元。 并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
理费

1810

元由吴小军负担。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梁建伟：本院受理姚建华申请执行你的（

2011

）西陈民初字
第

232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甘肃
]

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法院
关于申请执行人程大香与被执行人三亚顺风经济发展公

司、海南省农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借款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0

年
1

月
18

日依法对位于三亚市下洋田滨海度假村登记在范日
旭名下的一栋别墅（产权登记号：三私房证字第

505

号）进行了
拍卖，拍卖成交款人民币

6390000

元，在清偿完本案全部债务
后，剩余

2311520.69

元。根据本案实际，本院拟将余款退还给范
日旭本人，如对上述退还余款行为有异议的，请在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提出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逾期，本院
依法执行。

[

海南
]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
权贵录： 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曲江

支行与你及西安市宏府房地产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 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曲江支
行申请执行（

2009

） 西证执字第
265

号执行证书， 因你及西
安市宏府房地产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未在执行通知指定期
限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本院依法查封了你所
有的位于西安市莲湖区北大街西安宏府大厦

1

幢
9

层
10918

号房产， 并依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曲江支行的申
请报请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鉴定中心委托陕西中盛

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房产进行评估， 评估市值为
52.90

万
元。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评估
报告有异议， 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 逾
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 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房产。

[

陕西
]

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
王鼎： 本院执行的三原县新兴建材厂与你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送达陕西康胜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陕康胜评报
字（

2011

）第
56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结论：涉案设备（推土
机等）所表现的公开市场价值其最终评估结果为

61900

元。 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
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7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 逾期未申请重
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

陕西
]

三原县人民法院
成都迅驰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谭鹏、冯昌德、王晋文、

梅奇广、阴晓明、刘建、肖玉芳、龙建文、赵泽群、钟瑜、邹肖贵、

蒋红霞、董艳、德吉、陈晓利、姚维惠、刘文忠、邓学忠、邓齐生、

王玉霞、马炳建、杨道莉、梁莉、叶万霞等
24

人申请执行你公司
其他合同纠纷

23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2

）金牛执字
第

652-674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你公司应按照本院（

2011

）金牛民初字第
2729-2751

号民事
判决书上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

四川
]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四川省江海（集团）置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院执行的庞

蓉、钟萍、赵煜成、毛彩虹、刘丽娟与你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
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2

）武侯执字第
311

、

312

、

313

、

316

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你公司按照本院（

2010

）

武侯民初字第
4572

、

4569

、

4574

、

4575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
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义务。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 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四川
]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丁定福：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葛子槐与你公证债权文书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2

）甬宁执民字第
886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

2011

）

宁证执字第
18

号公证执行证书所确定的义务。 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

浙江
]

宁海县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
２０12

年
4

月
10

日（总第
5274

期）

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 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