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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飞信特区

璧山：

提升陪审员履职能力

旺苍：开门纳谏聚民智□ 李 琦

□ 王 彬 刘 伟 文/图法治观察

南阳接受监督 勤出勤进勤报告
“市中级法院高度重视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切实把此项工作作为改进法院作风、提高工作水平的一件大事来抓，办理责任明确，办理程

序规范，办理质量较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今年4月份，河南省南阳市人大常委会专门作出决议，对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代表建议办理工作
予以充分肯定。

“监督就是支持，监督就是爱护。”近年来，南阳中院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落实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主动做好与代表、委员的结对联络工作，认真
听取代表、委员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全面落实代表、委员关注案件的办理报告制度，不仅赢得了代表、委员和群众对法院工作的理解和支
持，更推进了法院各项工作的平稳有序开展。

走出去———
征求意见促改进

“我们这里是山区， 老百姓靠种
植果树致富不容易， 有些客商欠老百
姓水果款不给， 严重挫伤了果农的积
极性， 希望法院能给他们做靠山， 不
让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失。” 今
年5月21日， 河南省人大代表、 西峡
县田关乡孙沟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马景龙面对南阳中院院长庞景玉

的走访如是说。
人大代表对法院的工作有哪些意

见和期待？ 对法院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和看法？ 从今年5月初开始，南阳中院
集中开展了人大代表走访联络活动，
向代表通报、宣传法院工作，征求代表
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了解代表
在履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并积极回
应代表的关切。像这样的走访活动，全
市法院每年都要进行两次以上。

近年来 ， 南阳中院采取 “走出
去” 的方法， 实行院领导、 中层正副
职与省、 市人大代表 “一对一” 结对
联络制度， 由院领导带队， 分赴各县
市区， 会同对应基层法院班子成员，
通过上门走访、 预约会见、 举行座谈
等方式， 走访结对联络人大代表， 并
将基层群众代表和企事业界代表作为

重点走访对象。
每年两会期间， 该院都选派干警

到代表驻地、 分组讨论现场， 聆听代
表对法院工作的评议， 并认真记录整
理， 向院党组汇报； 两会结束后， 还
将意见和建议的办理情况逐一向代表

反馈。
2012年以来， 全市法院共出动干

警327人次， 开展人大代表集中走访
活动3次， 走访代表2000余人次， 收
到意见和建议5大类43条， 其中涉及
工作改进类的建议5条， 经院党组研
究后 ， 全部转换为内部规定予以落
实。

走访， 不仅有效保障了代表对法
院工作的了解和监督， 更推进了法院
各项工作的平稳发展。

请进来———
接受监督求嬗变

“案子一审就是半天， 我们坐在
下面都觉得累， 大家都为法官高超的
庭审驾驭能力和环环相扣的逻辑思维

所折服， 太不容易了。” 7月17日， 南
阳中院在唐河县人民法院对开封市原

市长助理王喜峰受贿一案进行公开审

理时， 参与旁听的代表们对法官工作

的辛苦， 有了更深的了解。
本次庭审 ， 南阳中院邀请了省 、

市、 县三级共8位人大代表和4位政协委
员 ， 参与现场观摩 。 观摩结束后 ， 代
表、 委员们当场举行座谈会， 填写评议
表， 对庭审活动进行了打分评议。

借用代表监督的力量， 促进司法行
为规范化 ， 见证审判工作的公开公正
性， 是全市法院采取 “请进来” 方式自
觉接受人大监督的又一举措。

近年来， 全市法院通过开通代表、
委员关注案件 “绿色通道”， 完善 “人
大代表、 政协委员联络之家” 建设， 实

行专项督办， 让代表、 委员的监督落到
实处； 通过联合调研， 邀请代表、 委员
参加法院活动 、 旁听庭审 ， 认真开展
“百案观摩” 活动等方式， 主动接受代
表 “挑刺儿”， 倒逼法院的庭审及各项
工作更加规范； 通过邀请代表、 委员担
任人民监督员、 人民陪审员、 网络监督
员等方式， 方便代表、 委员参与司法、
监督司法， 促进全市法院的审判质效实
现了一次华丽的 “嬗变”。

截至今年8月底， 南阳全市法院共
邀请代表、 委员97人担任法院廉政监督
员， 开展监督活动53次， 邀请代表1300

余人次观摩庭审198件次， 邀请295名代
表、 委员视察法院36次。

“请进来” 接受监督的成效明显。
2012年， 南阳中院的审判质效在全省法
院排名中前进了9个位次， 进入先进法
院行列。 今年上半年， 全市基层法院质
效得分进入全省前50名的有8家， 案件
发改数量迈入了全省法院领先位次， 各
项工作都有了质的突破。

勤报告———
开辟通道赢理解

7月16日上午， 随着南阳中院常务
副院长刘鹏轻按鼠标， 一份特殊的报纸
出现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手机上。

这是南阳中院继为辖区全国人大代

表免费订阅 《人民法院报》 和向各级代
表、委员寄送《法院工作专报》之后，利用
手机这一自媒体， 加强与代表、 委员联
络，自觉接受监督的又一重要举措。

南阳法院手机报定名为 《南阳法院
报告》， 每半月一期， 通过彩信的形式
向各级代表、 委员免费发送。 设置了法
院要闻、 案件快报、 队伍建设、 媒体聚
焦、 民生关注、 诉讼指南和代表、 委员
建言等栏目。

近年来， 全市法院认真落实重大事
项报告制度， 及时向党委、 人大、 政协
报告法院工作， 定期向代表、 委员通报
工作。 建立专门联络机构， 开通专线电
话、 短信平台、 专用网络通道， 完善法
院干警与代表、 委员的结对联络措施。
对代表、 委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该院
建立了台账管理、 挂牌督办、 跟踪反馈
等制度， 认真办理， 及时报告。

截至8月底， 南阳中院共累计向代
表 、 委员印发呈送 《法院工作专报 》
5080份， 免费发送 《南阳法院报告》 手
机报4期3728份。 通过全市两级法院短
信平台， 向代表、 委员发送沟通短信50
余次6万余条， 对代表、 委员提案、 建
议案及关注案件， 进行了认真办理， 并
当面征求意见， 满意率达100%。

“李院长， 县法院近年来形象不错，
各项工作推进扎实有力， 但也有不少小
问题 。 比如执行难问题仍然得不到化
解， 一些案件长期得不到执行， 请问李
院长对此有何新举措？” 四川省旺苍县
龙凤乡的人大代表刘瑾提问道。

今年 8 月 14 日， 在旺苍县双汇镇
镇政府会议室内， 来自该县东河镇、 双
汇镇等 12 个乡镇的 20 多名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一一向旺苍县人民法院院长李

斌 “发难 ”。 和院长一起接受 “询问 ”
的， 还有该院党组成员和民庭、 刑庭、
辖区法庭等庭室主要负责人。

“民事案件执行难一直是困扰人民
法院工作的突出问题， 这一问题严重影

响了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的有效提升。”
李斌介绍说，“旺苍法院一直重视化解执
行难问题，大力构建执行威慑机制，采取
司法拘留、媒体曝光、与公安等部门建立
执行联动机制等措施，多措并举，加大执
行力度，给失信当事人施加压力。 同时，
法院还一直关注困难申请执行人的生活

保障问题。在今年春节前，我们专门举行
了执行兑付大会，使 28 名困难申请执行
人喜领执行款。 今年 7 月 11 日以来，旺
苍连降暴雨，全县境内多处受灾，我们对
18 名严重受灾的困难申请执行人进行
救助，发放执行救助金 5 万余元。 ”

一问一答， 不容回避。 问得到位，
答得实在。 其实， 这样的场景在旺苍法

院已经出现过多次。
自今年 7 月起， 为畅通民意沟通渠

道， 重点解决好社会重点群体的突出问
题， 旺苍法院将全县 35 个乡镇、 3 个
街道办事处， 分为东河、 嘉川、 普济、
木门四大片区， 由院党组带领相关庭室
负责人， 深入各片区走访人大代表、 政
协委员， 开门纳谏， 倾听民意， 广聚民
智， 了解社情民意， 改进法院工作。

来自旺苍县北部山区天星乡的政协

委员张志茂关注的是法院巡回审判的问

题 。 他建议 ： 法院要多选择离婚 、 赡
养、 农村土地侵权等农村多发性、 易发
性案件， 深入乡镇， 到案发地进行公开
审理， 方便地域偏远的群众诉讼， 同时

以案说法， 教育广大群众知法守法。
“针对案件就地公开审理， 法院近

年来做了大量工作， 建立了片区法官制
度 。 今年 3 月 ， 针对我县机动车辆增
多， 交通事故频发的新形势， 县法院专
门设立了交通事故巡回法庭； 7 月， 针
对东河镇辖区处于县城中心， 人口多、
矛盾纠纷频发的特点， 我们在东河镇治
城社区设立了社区法庭 。 实施这些举
措， 目的就是方便群众诉讼， 就地化解
矛盾纠纷。” 李斌回答说。

开门纳谏问计，更要整改落实。旺苍
法院此次大走访活动，共走访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76 名，汇总意见和建议 31 条，
并将意见逐条分析，深刻剖析，拿出有力

举措， 修订涉及司法公开、 司法作风建
设、法院文化建设、案件巡回审判等文件
8 个，推进了法院各项工作的科学发展。
还在全院召开纪律作风建设大会， 改进
司法作风，提升司法公信。

“监督就是爱护， 再好的规章制度
束之高阁也没用， 要让群众进一步了解
法院、 支持法院工作， 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的知情权 、 参与权 、 表达权和监督
权。 旺苍法院不断拓展司法公开渠道，
通过走访代表、 委员， 开门纳谏广聚民
智， 解民难分民忧促公信， 努力让司法
阳光照亮每个角落，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李
斌说。

本报讯 今年以来， 重庆市璧
山县人民法院着力提升人民陪审员

参与庭审和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
该院联系县政协、司法局、妇联

等 12家单位， 择优选任了具有心理
学、金融学、医学等专业知识的 42名
人民陪审员。 庭审前，安排人民陪审
员提前阅卷， 了解案件基本情况，把
握案件争议焦点， 熟悉相关法律条
文。 庭审时，保障人民陪审员对案件
事实调查询问的时间，鼓励其参与调
解。 庭审后，邀请人民陪审员合议评
审，独立发表审理意见。 建立陪审档
案，对参陪案件一案一记、一月一报、
一年一档，将庭审表现、法官评价、培
训学习、陪审案件调解等纳入对人民
陪审员的考核中。 （周绪鹏）

本报讯 今年以来， 针对江苏
省仪征市政协 “合理适用破产重整
程序，挽救危困企业”等两件提案，
仪征市人民法院扎实开展调研，形
成专题报告向政协委员反馈； 召开
与政协委员的见面答复会， 就提案
的办理程序、司法应对措施、取得的
成效、下一步工作打算等，向政协委
员详细报告； 邀请政协委员参加某
房地产企业破产重整债权清偿会

议，该企业最终摆脱财务困境，重获
经营能力。 （杜志宏）

仪征：

扎实办理政协提案

重庆五中院：

院长邮箱获好评

本报讯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

院深入农村社区、厂矿企业，开展巡
回办案，减少当事人诉累，落实便民
利民措施，深受人民群众的称赞。 图
为 8 月 20 日，一起保险合同理赔纠
纷案的当事人来到法院， 将一面写
着“执法为民 秉公执法”的锦旗送
到法官手中，对法院的快立、快审、
快执，表示感谢。 （王记伟）

本报讯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

法院充分发挥院长邮箱“便民、利民、
为民”功能，在办理、回复群众所反映
问题的过程中，坚持做到“三个”及时：
保证每一个邮件在三日内及时阅读、
回复、制表登记；对来信人反映的问题
及时分类办理， 一般性咨询进行解释
性回复， 需要部门进行办理的及时交
办，并对办理结果进行跟踪关注；针对
矛盾突出、问题尖锐的来信，院长亲自
接待当事人，面对面听取意见。

据悉，自2008年7月正式开通院
长邮箱以来， 重庆五中院累计收到
群众各类来信5654件 ， 交办邮件
1064件， 邮件回复率和办结率均达
到100%。 （罗德梅 尚 博）

通许：

下乡入企巡回办案

南阳中院院长庞景玉（左二）走访省人大代表、淅川铝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中告（右一），并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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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彬：本院受理程刘金敏请执行（2013）宝民初字第 1288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宝执字第 1255
号传票、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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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

林木春,李华周：本院受理张跃国诉林木春 ,李华周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 申请人张跃国申请执行林木春, 李华周民事判决
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3）闸执字第 1632 号执行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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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

傅建良：本院受理申请人乐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执行
被申请人傅建良其他行政非诉审查与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3）韶乐法行非诉审字第 57 号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审
查立案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乐昌市人民法院
汕尾五洲家私总公司、 海丰县宏达实业发展总公司：本

院执行的深圳市中正恒投资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纠

纷一案，因你司原住所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3）
汕城法执字第 73 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
起 7 日内履行完毕通知书确定的义务：应偿还申请执行人深
圳市中正恒投资有限公司人民币 40 万元及利息。 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汕尾市城区人民法院
大庆市仁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黑龙江省鑫龙滨金

属材料经销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大庆市仁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作出（2012）外
民保字第 7 号民事裁定书，预查封了被执行人大庆市仁和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肇源县人民广场南侧远望松江

高层居住小区 4 号楼的 32 套房产，在执行过程中，本院责令被

执行人大庆市仁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但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 现本院对上述查封房产予
以评估、拍卖。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梁兴武：本院受理赵晶申请执行（2008）滴民初字第 48 号
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财产
申报令、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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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鸡西市滴道区人民法院
王英霞：本院在执行任巧红申请执行（2012）新密执字第

646号执行裁定书一案过程中， 决定对你位于郑州市二七区长
江中路 128 号 （七期）50 号楼 9 层 61 号房产一处 （产权证号
0901024540）进行拍卖，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择拍卖机构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3日
内到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东审判楼二楼第八审判庭选择拍卖

机构，逾期将随机选择拍卖机构进行拍卖。
[河南]新密市人民法院

毛怀德：申请执行人陈亮申请执行本院（2013）金民初字第
13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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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

方娟：本院受理刘举申请执行你为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3）唐法执字第 173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五日内，你应
自动履行（2012）唐民一初字第 372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
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唐河县人民法院
刘国元：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逯海俊申请执行本院（2011）

武区民初字第 01563 号民事调解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3）鄂武昌执字第 00150-1号执行裁定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刘谋志、曾小艳：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肖照祥、罗伦斌
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1）洞执字第 94-3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刘谋志之妻
曾小艳名下的位于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中航鼎尚华

庭 2 号二单元 1505 号商品房一套（产权证号为：6000425194）。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则视为送达。 经申请执行人申
请，我院依照法定程序依法委托深圳市长基房地产评估交易有
限公司对该房屋进行了评估，该房屋价值为 1088336 元人民币
（不含税费），因你们外出下落不明，现公告向你们送达该房地
产评估交易有限公司的报告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则视为送达。 如对本报告书的结论有异议，可在公告期满后
10日内书面向原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申请复核。逾期后该结论
则作为拍卖该房屋的有效价格参数。 [湖南]洞口县人民法院

陈华：你与曾仙童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本院于 2012 年
10月 23日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在规定的期限内你未履
行义务，现本院依法委托长沙永信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对
你所有的位于郴州市燕泉路 71 号 （郴州市烟草专卖局院内 3
栋 703号）房屋进行评估，已作出长永信房评字郴（2013）第 051
号评估报告书。 自发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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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并通知你
于评估报告异议到期届满后 7 日内到本院参加拍卖摇号确定
拍卖机构，逾期视为放弃权利。 [湖南]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

张倩、李松林：本院执行的章志民与江西飞鸿通用航空有
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 因第三人张倩、李松林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被执行
人公告送达本院（2013）高新执字第 65-1 号执行裁定书。 执行
裁定书载明：追加第三人张倩、李松林为本案被执行人;张倩、李
松林应在本裁定生效之日起 3 日内向申请执行人章志民清偿

债务人民币 33510.07元;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江西]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沈阳太平禅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王淑芝申

请执行[2013]苏民五初字第 51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3]沈苏执字第 1135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视为送达。 限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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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 [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

张萍、田耕：关于你们与张仁众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因
你们现住址不详，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海执二字第
00120号执行裁定书， 拍卖你们所有的位于海城市他石选矿厂
的铁矿石 4060.08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 [辽宁]海城市人民法院

张萍、田耕：关于你们与张仁众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因
你们现住址不详， 现向你们公告大连理工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2013）第 WL023 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及鞍山华宁诺元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2013）第 1034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有异议，应于本报告送达
后 10日内提出。 [辽宁]海城市人民法院

马国田、张永玲：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王亚斌与你债务纠
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11）铁县恢执字第 14 号执行裁定
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马国田所有且（对外出租）位于铁岭县腰
堡镇三家子村住房一处及附属耳房、门房、围墙等，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要求你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辽宁]铁岭县人民法院
内蒙古鑫源宝马农林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武川

县经济和信息化局申请执行你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对
你公司所有的财产进行评估。 现已作出内弘资评报字（2013）第
27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及（2013）武法执字第 125－2 号拍卖裁定
书。 现予以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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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内蒙古]武川县人民法院

包头市鄂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睿昊成煤炭有限公
司、鄂尔多斯市鑫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鑫森商
贸有限责任公司、王华岭、陈介明、申红霞、王海军、赵喜峰、乌
云娜：本院受理包头市天烁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内蒙古
包头市路诚公证处作出的（2012）包路诚证执字第 0197 号执行
证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包执字第 221 号执行通
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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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进文、刘文智、赵军：本院受理内蒙古永泰隆担保有限公
司诉王飞平、刘进文、杜万山、贺培录、刘文智、赵军担保追偿权
纠纷一案，申请人内蒙古永泰隆担保有限公司申请执行（2012）
包民五初字第 10 号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2）
包执字第 185－2 号执行裁定书、（2012）包执字第 185－3 号执行
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本裁定即发生
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通辽市天织袜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通辽市北方理财有限
公司申请执行你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法律文书（2011）科
民初字第 864 号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3）通法执提字第 4－1 号执行裁定书、（2013）通法执提字
第 4－2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州市旺勤电子有限公司、钟付琴、张家旺：本院受理苏州亿
能电器有限公司诉你们加工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2）吴商初字第 0611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
告期满后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本院
已审理终结，并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2）吴商初字第 0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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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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