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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黑龙江版］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以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市委意见和最高
人民法院的要求为指导，以开展“八个一”活动为载体，把学习教育、听取意见阶段的出发点放在思想认识提高上，
把学习教育、听取意见阶段的根本点放在问题深入查摆上，把学习教育、听取意见阶段的落脚点放在问题边整边
改上，切实把中央和省、市委各项要求落实到位，收到了较好效果。

哈尔滨：“八个一”推进群众路线教育
本报记者 赵传杰 本报通讯员 金喜斌

把“八个一”落到实处
在具体落实 “八个一” 的同时， 哈

尔滨中院还聚焦司法作风和纪律问题，
边抓边干， 力求解决实际问题。

他们抓实学习教育， 切实增强活动
开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 通过多种形
式、 多种层次的学习教育， 切实增强活
动开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 活动开展
前 ， 两次召开党组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议， 学习习总书记关于群众路线和法治
建设的重要论述及有关文件精神， 在思
想上 、 认识上奠定好的基础 。 院机关
37 个部门分别组织干警开展活动 “重
要性、 必要性、 紧迫性” 认识讨论， 党
员干部通过自己找、 群众揭、 社会评、
上级点、 同志提等方式查摆问题， 不断
把活动引向深入。

密切联系群众， 广泛征求人民群众
的意见和建议。 采取请进来、 走出去的
办法 ， 深入实际 、 深入基层 、 深入群
众 ， 了解群众所思所想 ， 发现自身问
题。 发放书面征求意见材料。 向机关企
事业单位发放 《征求意见函》 110 份，
随案下发 《征求意见表》 3860 份 ， 院
领导及部门负责同志随时与干警群众交

流谈心， 广泛征求院内外对开展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 建议， 征求到
意见、 建议 52 条。

坚持立改立行， 着力解决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 针对征求和查找出的
问题， 立改立行， 以解决问题的客观效
果确保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着力
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 “立案难” 问题。
加大立案问题检查规范和管理力度， 先
后组织召开人大代表 、 政协委员 、 律
师、 涉案当事人参加的座谈会和立案工
作专项会议， 重新修订立案工作有关规
定， 进一步规范全市法院立案工作。 帮

助解决基层制约法院工作科学发展的困

难和问题。 在专项调研的基础上， 争取
第三季度上市委常委会议， 帮助基层法
院解决干警职级偏低、 法官 “断层” 等
实际困难。 认真解决司法能力问题。 扎
实开展作风、 庭审、 裁判、 文书 “四评
查” 活动， 着力解决审判工作各环节存
在的不规范问题； 开展全市法院领导干
部 “提升司法能力” 轮训班 10 期， 培
训中层以上领导干部 547 人， 提高司法
能力， 促进规范执法。

建立长效机制， 固化教育实践活动
阶段性工作成果。 针对发现的问题、 解
决问题情况， 完善相关工作机制， 确保
活动长效常态开展 。 完善办会制度 。
减少会议 、 压缩会议时间 、 尽量缩小
参会人员 。 能不开会的就不开会 ， 能
开小会的就不开大会 ， 能通过开条 、
块会议解决问题的就不开全员会议 。
在会议时间上 ， 原则上不超过 1 个小
时 ， 并且尽量安排在下午 3 点半以后
或审判开庭高峰时间之外 。 完善信访
督办制度 。 进一步规范院长集体接访
跟踪督办工作 ， 就案件办理 、 完成时
限 、 问责追究进行详细规定 ， 包案领
导和责任人对交办案件进行跟踪问效，
并及时回复上访人， 做到件件有回音。
完善随案发放 《征求意见卡 》 制度 。
进一步明确发放 、 回收和汇总部门 ，
狠抓当事人提出意见案件的核实 、 解
决和回复工作 ， 确保监督工作落到实
处 。 完善便民审判制度 。 在严格执行
“二十七条” 便民审判措施的基础上 ，
着力拓展便民审判措施规定， 积极推进
司法援助和司法救助， 大力推行假日法
庭、 巡回办案等便民措施， 努力践行司
法为民。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以落实“八个一”为主要
内容，不走过场，不放空枪，扎实推进，重
在收到实效。

开展一次专题讲座是第一项。 8月7
日下午，市中院邀请哈尔滨市委党校王
秀琴教授作题为“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改
进党的工作作风”专题讲座，从“厘清一
个概念”着手，理性分析了党的群众路线
的概念、内涵以及外延，解决了群众路线
“是什么”的问题；引导大家“思考一个问
题”，即群众路线的价值问题；用一组生
动、翔实的实践调研数据来解释我党把
群众路线作为当前重点工作来抓的原

因，解决了群众路线“为什么”的问题；通
过总结归纳，阐明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
重点是切实改进工作作风，脚踏实地做
好本职工作，解决了群众路线“怎么干”
的问题。市中院院级领导以及全体党员、
干部参加了讲座。

开展一次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8月
7日上午，为深入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开展，充分发挥优秀法官的典
型示范和引领作用，市中院召开了以“群
众在我心中”为主题的全省法院优秀法
官事迹报告会。 事迹报告会宣讲了鹤岗
市工农区法院刑庭助理审判员孙波、宾
县法院宾西人民法庭庭长刘墨莲、七台
河市中院审判监督二庭庭长林伏、绥化
市北林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伊淑娟、
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副庭

长路兴东等5位群众工作能力强、百姓信
誉度高的法官的感人事迹，为全市两级
法院法官上了一堂生动的群众路线教育

课，传递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省高
院报告团成员、市中院院级领导及全体
干警在中院主会场，基层法院全体干警
在分会场参加了视频会议。

开展一次从严管理宣讲活动。 8月9
日上午，市中院召开从严管理宣讲活动，
由市中院原政治部副主任、副局级巡视
员徐彦军同志结合自身经历和感受，对
市中院十年从严管理进行了深入的阐

述，用十年来法院风气焕然一新、法官违

纪犯罪现象杜绝、案件质量不断提高、法
院整体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等六组数

据， 系统回顾了十年从严管理给法院带
来的巨大变化； 详细解读了从严管理以
“从严、求高、抓实”为治院方针、以“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 为总抓手的一整套管理
机制， 并深刻阐述了从严管理和规范执
法的关系； 结合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谈了“做人要有准则、做官要
讲原则、做事要守规则”等深刻的人生体
悟， 为全市两级法院干警上了一堂生动
深刻的思想教育课。 市中院院领导及全
体干警在中院主会场、 基层法院院领导
及全体干警在视频会议分会场收听收看

讲座。
开展一次廉政教育。 8月上旬，市中

院分两批组织全院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参

加省纪委廉政建设教育基地， 以正反典
型激励和警示全体党员干部树立为民务

实清廉的良好形象， 自觉践行党的群众
路线，增强廉洁自律意识。

开展一次专题调研。 以密切联系群
众、改进工作作风为调研主题，以帮助基
层法院解决物质装备、人员编制 、法院
管理问题为调研任务，10名院级领导深
入18个基层法院“联系点”进行调研，真
正了解掌握各基层法院存在的突出问

题是什么，怎么帮助解决等 ，形成一份
有分析、有对策的调研报告。 调研结束
后，院党组召开会议 ，专项听取调研工
作汇报，相关问题的解决正在推进过程
中。

开展一次征求意见活动。 7月23日，
市中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
案件当事人19人到法院召开座谈会，市
中院所有院领导和各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 面对面征求对市中院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和建议，共
征集到要重点解决立案难、执行难、同类
案件不同判、强化窗口服务、法官应充分
尊重律师、加强对下级法院指导、扩大司
法舆论宣传等意见、建议23条。 8月5日，
市中院召开特约廉政执法监督员工作会

议，面对面征求9名特约廉政执法监督员

对法院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 法院领导干部及法院工作的意见和
建议，共征集到加强基层法院队伍建设、
提高新形势下法官审理新型案件应对能

力、探索涉诉信访案件调处方法、加强法
官廉政问题防控、 加大法制进校园宣传
力度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13条。

7月19日，吕诚副院长带领民三庭法
官6人，到黑龙江辰能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总部， 上门征求对法院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和建议，并
就企业发展问题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8
月2日，市中院党组书记、院长步延胜同
志带领党组成员魏兆利等一行4人，到哈
尔滨市产权交易中心， 上门走访并征求
对法院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的意见和建议， 共征集到司法鉴定中介
机构不足，产品质量鉴定机构短缺、怎样
使公告程序更加简化便民、 如何规范中
介机构行为、规避工作风险、减少审判随
意性等意见和建议7条。其他院级领导分
别深入到企业、败诉当事人、律师协会、
街道社区，深入到党委、政府职能部门，
深入到基层法院、院机关、普通干警中间
征求意见。 市中院还把征求意见工作与
院领导下基层法院“联系点”工作结合起
来，8月上旬， 市中院10位院领导分赴18
个基层法院“联系点”，广泛征求、认真听
取对活动开展的意见和建议， 不断提高
两级法院整体工作水平， 共征求到 “四
风”问题及机关工作作风、司法为民、司
法廉洁等问题和具体表现111个。 同时，
在法院内网设置教育实践活动网页，在
外网开设征求意见专栏， 开设征求意见
专线电话征求对法院工作意见和建议。

开展一次集中查摆。 市中院坚持把
征求意见工作常态化， 在法院内部互相
征求意见、查摆问题的基础上，采取随案
下发《征求意见卡》的形式，随时征求案
件当事人对法官办案过程中的意见及反

映法官存在的问题， 并及时进行梳理汇
总， 以确保征求意见、 查摆问题更加具
体，更加深入。 同时，通过召开民主生活
会等形式，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经

过广泛征求意见和自我查摆问题， 市中
院初步查找了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
乐主义、奢靡之风方面存在的问题52类，
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机关作风、 司法为
民、司法公正三个方面，其中，在机关作
风方面，存在工作进取心和责任感缺失、
不求实、不落实，工作拖拉、搪塞推诿、作
风飘浮等21类问题；在司法为民方面，存
在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合法权益，对待当
事人冷横硬冲、一判了之衙门作风，巡回
办案、 节假日开庭等便民措施不落实等
14类问题；在公正司法方面，存在就案办
案、机械司法，利用审判权办“关系案、人
情案、金钱案”等17类问题。这些问题，尽
管表现形式和问题程度不同， 但根源都
在“四风”上。市中院已经形成了“问题名
录”，要求各支部和党员领导干部对照名
录，对号入座，深入查摆部门和本人存在
的具体问题。

开展一次集中整改活动。 开展了公
车问题自查自纠和工作纪律问题集中整

顿，进行专项明察暗访20余次，通报工作
纪律和公车问题12个； 开展了立案服务
窗口作风问题专项整顿， 重新修订了关
于立案工作的有关规定， 全面规范了对
外查档、入门安检、信访接待等窗口服务
工作，并且组织了大规模的明察暗访，推
动改进窗口服务作风；重申“八个禁止”
规定， 就禁止下基层办案和调研期间不
许饮酒、 不准接受当事人吃请和钱物等
问题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严格执行
二十七条便民审判措施， 积极推进司法
援助和司法救助，大力推行假日法庭、巡
回办案等便民措施， 认真解决人民群众
反映强烈的诉讼难和涉诉信访问题，努
力践行司法为民； 进一步深化从严管理
和规范执法，在完善加强考勤打卡、上班
着装、会议纪律、文明办公、庭审纪律、禁
酒禁赌、警车管理、值班值宿、病假事假、
出差管理、院风建设、五个严禁等纪律作
风建设的“十二条”规定的基础上，继续
深化通报批评、审判监督、考评排序、选
人用人、惩戒问责从严管理“五项工作机
制 ”和作风 、庭审 、裁判 、文书 “四个规
范”，强力推进审判权事前、事中和事后
全过程监督，努力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

到公平正义。

聚焦作风 解决问题

哈尔滨市中院院长步延胜 （左一） 与人大代表交谈。市中院干警观看教育心得展板。 当事人为办案法官送来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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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
兰香诉被告你公司、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梁能
富、 第三人黄善南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2013）
平民一初字第 646 号】；原告黄善南诉被告你公司、华泰财产保
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梁能富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
纷案【（2013）平民一初字第 647 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 2013
年 12 月 2 日上午 9 时 【（2013） 平民一初字第 646 号】、10 时
【（2013）平民一初字第 647 号】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平果县人民法院

黄峰：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须知、证据副本、合议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及开庭传
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朱荣兴：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诉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须知、证据副本、合议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及开庭
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江苏永大重机有限公司、孙永飞：本院受理张家港市广大
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证据副
本、合议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张家港市永大印机有限公司、孙永飞：本院受理张家港市
广大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证据
副本、合议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苏州天勤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江阴市天清毛条有限公司、
钱育清、赵益彬、程菊平：本院受理张家港市广大农村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诉你们企业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证据副本、合议庭通知书等
法律文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江苏祥丰金属材料贸易有限公司、江苏联统置业有限公司、

江苏大扬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薛鸿兴、兰宁彬：本院受理原告扬
中市众盛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区人民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扬中市人民法院

扬中首源钢铁实业有限公司,江苏联统置业有限公司,江苏
大扬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薛鸿兴,兰宁彬：本院受理扬中市众盛
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扬中首源钢铁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联
统置业有限公司,江苏大扬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薛鸿兴,兰宁彬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开发区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扬中市人民法院
如东县江海棉业有限公司、南京通洋纺织有限公司、王效

林、刘勤、金卫新：本院受理江苏如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兵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下午 14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14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红星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宿迁市瑞丰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娄可望、王荣、宿迁苏园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娄可强：本院受理宿迁市宿豫区浩荣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
你们企业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姜堰锦江商贸城发展有限公司、汤文长、郑孝强、汤峰文、
郑明：本院受理泰兴市虹桥园工业开发有限公司诉你们债权转
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奥尔玛新材料有限公司、 扬州大清旅游用品有限公
司、扬州华日纺织有限公司、王强、肖静、肖凌生：本院受理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3）扬商初字第
00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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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恒京船舶重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核工业金华工程
勘察院诉你单位建设工程勘察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舟岱民初字第 1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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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岱山县人民法院

关于通化茂祥制药有限公司重整一案 ，本院于 2013 年
6 月 20 日进行了公告， 并定于 2013年 9月 6日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现因债权申报工作未能如期完成，我院决定延期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具体时间及地址另行公告通知。

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礼昕申请宣告陈忠失踪一案，经查：陈忠，男，汉
族，广西柳州市人，身份证号：450211195403041314，于，1998年 8
月 19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
月。 希望陈忠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
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广西]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

湖南省政华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的申请人株

洲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
同纠纷执行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3）株中法执备字第 64 号执行通
知书、责令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状况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视为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 15日内自动履行本院于 2013年 4月
3 日作出的（2012）株中法民四初字第 22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
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环宇（青岛）发展有限公司：我院执行的青岛贝蒙特实业有
限公司申请执行环宇（青岛）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借款纠纷一案及
青岛永新诚置业有限公司与环宇（青岛）发展有限公司债权转让
合同纠纷一案已进入拍卖程序【拍卖标的：被执行人所有的位于
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北侧（环宇指挥中心）的土地使用权和房
产】。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确定拍卖机构通知，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期满即视为送达。通知载明经随机抽取，山东中立信拍卖有限
责任公司与青岛金诺拍卖有限公司成为本案的拍卖机构， 并定
于 2013年 12月 3日上午 10时举行第一次公开拍卖会，如流拍
则于 2013 年 12 月 24 日上午 10 时举行第二次公开拍卖会，如
再次流拍则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上午 10 时举行第三次公开拍
卖会。 拍卖会地点均设在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变现
大厅。 届时，你公司及与该拍卖标的相关的抵押权人、租赁人等
优先购买权人务必到场，逾期不到，视为放弃权利。 联系电话：
0534-2383855。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谢允锋：本院受理徐光跃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作出的（2012）金民三(民)初字第 3222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
法律效力，因你未履行义务，本院拟对你名下位于上海市金山区朱
泾镇万安街 55弄 107号房产进行拍卖。 本院通过上海高院依法
委托上海八达国瑞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进行评估，上述房产
价值为 311万元。 因你下落不明，现将上述评估结果予以公告，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最迟于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 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 逾期未提出，本院将依法拍卖上述
房产。 你可以向本院了解有关拍卖事宜，若在拍卖前清偿本案债
务，本院将终止拍卖，但因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你承担。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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