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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基层派出所经常跟法院特别

是驻地的人民法庭打交道， 所以周俊
军对法院的情况也比较了解和关注。
近几年， 法院案多人少、 办案压力增
大以及人才流失严重的现状特别让他

感到担忧。
周俊军说， 随着法治化进程的加

快， 社会对法院和法官的关注程度越
来越高， 但社会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个
案和个别法院或法官的违法违纪情

况， 对法官职业的辛苦、 危险和法官
待遇偏低的现实却关注不够。

对于当前人民法院工作遇到的困

难， 周俊军有着自己的见解。

法院管理应去行政化

周俊军认为， 基层法院面临的人

才短缺和人才流失问题带有一定的普

遍性。 一些基层法院不仅有若干副院
长， 甚至还设有副庭长。 很多法官走
上领导岗位就不再审案， 导致行政人
员比例很高 。 而且 ， 走上领导岗位
后， 法官和行政官员一样， 到了50岁
就退居二线不办案了， 这是对人才的
极大浪费。

他认为 ， 基层法院目前存在的
这些问题确实有体制上的原因 ， 应
该引起重视 。 如果法院行政化的体
制不改变 ， 基层法院现在所面临的
问题很难解决 ， 因此法院必须进行
去行政化管理。

应增加法院人员编制

在今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审议最

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 法院工作受到
代表们的广泛关注， 而长期困扰法院的
执行难问题成为代表们热议的焦点。 而
造成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院特别

是基层法院人员少、 编制少。 周俊军认
为， 人是解决问题的基础， 没有人， 制度
再好、 措施再好， 问题可能都无法解决。
在目前的体制之下， 法院的人员数量是受
到政法编制数量限制的， 因此要增加法院
人员数量， 首要是增加法院编制数量。

增加法院人员编制， 一是要增加法
院法官专项政法编制， 其次是要增加辅
助人员、 法官助理的编制。 增加编制还
要同法院的去行政化管理结合起来， 建
设专业的法官队伍和辅助人员队伍。 在
本届政府提出不增加人员编制的情况下，
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精简政府工作人员

数量， 将精简的编制用于解决法院、 公
安等政法部门人员编制不足的问题。

法官职级应专业化

法院去行政化管理的一大重要障碍

就是法官的职级待遇问题。 在目前的情
况下， 法院采取的是政府公务员式的行
政管理模式， 法官要成长， 必须提拔为
副科级 、 正科级并走上相应的领导岗
位。 周俊军认为， 这造成了人才资源的
浪费， 而且因为职位数的限制， 许多优
秀法官得不到提拔， 基层法院优秀法官
大量流失、 法官断层现象严重。

他表示， 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
专门职业， 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 职
业技能、 职业道德和职业地位， 因此法
官队伍管理和职级待遇应该专业化。 法

官法中关于法官等级的规定其实是个良

好的办法， 应该逐步地实行法官等级的
专业化， 改革法官按行政等级提升和发
放工资待遇的规定。 在专业化的庭审之
中， 一个二级或一级法官应该比一个副
科级或正科级法官给人的感觉更专业、
权威和令人敬仰。

法官工资待遇应提升

“我当代表的第一个建议是增加民
警编制和提高民警工资待遇。 通过平常
与法庭人员接触和调研走访， 我发现，
基层法官的工资待遇水平与他们的工作

和专业知识水平是不相符的。 在目前物
价水平大幅提升的情况下， 法官的工资
水平基本没有变化。” 谈到目前的法官
待遇， 周俊军深有感触。

他说， 目前基层法官的工资甚至都
达不到全省平均工资水平 ， 一般打工
者的工资可能都比法官要高 。 因此 ，
法官目前的工资待遇应该而且需要大

幅提高。

周俊军，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青年联合会常委、江西省瑞昌市公安局肇陈派出所教导员，曾先后获得全国特级优秀人民
警察、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全国公安机关“二级英雄模范”、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党员干警、江西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荣誉称号。

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他表示要反映基层真实情况和群众的愿望。 “当我年老时，回忆起这五年的代表生涯，如果
也做了一定的事情，反映了自己所了解的问题，那么就无愧于自己人民代表的称号，无愧于自己的良心。 ”

讯息短波 □ 刘小伟代表委员风采录

开远：

邀请代表委员评议庭审 周俊军：“投笔从戎”的基层情怀

黄梅：

发放联络卡三百份

黟县：

规范司法公开内容程序

周俊军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一位警察代表对于司法的“旁观”

淮安：

集中观摩评议庭审 中学校长的警察梦

“小时候经常看 《便衣警察》 等
影视作品， 因此从小就梦想能成为一
名警察。 即使后来考进师范学校， 当
了老师， 也仍然有这样的想法。” 周
俊军这样讲述他的儿时梦想。

周俊军毕业于江西九江师专， 跟
他的大多数同学一样， 毕业之后成为
了一名人民教师。 经过不懈努力， 30
多岁的他成为一所中学的副校长。 这
样的职业和前景让很多人羡慕， 可是
警察梦仍然在他心头挥之不去。

2005年， 周俊军辞去了中学副校
长的职务， 参加当年的公务员考试，
圆了自己的梦想， 当上了一名普通的
警察。 次年， 他主动要求到最偏远、
条件最差的洪一乡警务室工作。

“当初辞职时， 包括老婆在内的
家人都强烈反对， 但考虑到自己已经
30多了， 如果再不试试， 可能今生便
没有圆梦的机会了。 最终还是得到了
大家的支持， 现在他们都说我当时的
选择是正确的。” 周俊军说。

大山沟里的高科技

群众的耕牛走失， 他敲击键盘，
一分钟 “搞定”， 耕牛失而复得； 群
众受伤求助 ， 他敲击键盘 ， 一分钟
“搞定”， 山沟里也有 “120”； 千里之
外的兄弟单位查询人口信息， 他敲击
键盘， 一分钟 “搞定”， 同行赞不绝
口； 外省在逃人员隐匿村中， 他敲击
键盘， 一分钟 “搞定”， 抓捕一举成
功； 打工仔回乡行李包丢失， 他敲击
键盘， 一分钟 “搞定”， 失物完璧归
赵。

这就是周俊军建立的警务信息平

台， 令人惊讶的是， 这样的信息平台
不是诞生在大都市， 而是在江西省瑞
昌市的赣鄂交界的大山沟里。

到洪一乡工作后， 周俊军背着一
台手提电脑， 挂着一个数码相机， 骑
着一辆摩托车， 走村串户采集信息。
400多个日日夜夜里， 他每天起早摸
黑， 累计步行5000多公里， 走遍了全
乡的每一个农户、 每一幢房、 每一条
山道， 为洪一乡每个农户、 每头耕牛
及机动车辆、 商铺、 变压器、 重点人
口、 特殊人员、 机关单位、 特种行业
都建立了信息档案。

洪一乡王司畈村王义元的一头牛

走失后， 在湖北省阳新县洋港镇小港

村找到了 ， 但是对方为了防止别人冒
领， 要他拿出证据证明这头牛是他的。
焦急万分的王义元想到周俊军为他家的

耕牛建立了档案， 便匆匆找来。
周俊军带着笔记本电脑和王义元一

起到了小港村， 打开信息平台给对方一
看， 耕牛档案里有王义元家耕牛的详细
情况， 包括年龄、 品种、 照片。 小港村
捡到的牛与王义元家牛的特征完全吻

合， 他们立即把牛归还给了王义元。
2008年3月4日， 北京市公安局丰台

分局电话查询洪一乡吴家村新屋下组的

方河有无前科。 按照以前的传统工作模
式， 民警一般是到档案室 ， 先翻总目
录 ， 找到档案所在的密集架 ， 再从姓
氏笔画索引表中找出具体人员及案卷，
这样一来至少要半个小时 。 周俊军接
到电话后 ，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查清
了方河的基本情况 ， 很快回复了丰台
分局的电话 。 对方对他的办事效率大
加称赞。

2007年10月， 湖北省阳新县公安局
洋港派出所民警到肇陈派出所， 要求协
捕一名在逃的嫌犯陈某。 据可靠信息，

陈某躲藏在洪一乡北港村的亲戚何某家

中。 周俊军立即打开电脑， 不到一分钟
就准确掌握何某住所的位置和周边情

况。 当晚行动顺利， 抓获陈某后， 连何
某的邻居都没听到什么动静。

第一份建议反映基层警务

2013年1月， 周俊军当选为第十二
届全国人大代表， 谈及当选人大代表和
如何履行代表职责时， 周俊军总是说：
“全国人大代表不仅仅是荣誉， 更重要
的是责任和义务。 我是一名来自基层一
线的民警， 这决定了我不可能像省市领
导和专家学者那样提出宏观层面的政策

和架构。 但是， 我熟悉和了解基层的情
况， 我的义务就是把基层的情况和声音
反馈给党和国家。”

为了真正履行好代表的职责 ， 在
参加今年两会前夕 ， 周俊军做了大量
的走访调研和总结工作 ， 多次到江西
省公安厅及有关部门和基层单位走访

座谈。
在今年首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时， 周俊军提出的两项建议都与基层民
警相关： 一是希望能够增加民警编制，
二是提高民警工资待遇。

谈到提出这样建议的原因时， 周俊
军表示： “执法规范化是我们一直以来
的要求， 这些年也得到了质的飞跃。 但
是还是能看到不少问题， 这既有外部制
约因素， 也有内部原因。 社会上很多人
都说警察很黑很混乱， 但其实很多真实
情况大家并不是很清楚。 就拿一个派出
所来说， 它正常运转就需要资金。 可是
有些派出所经费很困难 。 在这种情况
下， 只能打执法规范的擦边球 ,常见的
就是以罚代拘。 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警
员不足。 现在的社区管理很复杂， 警察
工作量很大。 人员少、 工作多， 学习相
关法律和知识的时间就可能被压缩。 有
时案件压得多了， 人的情绪难免出现波
动， 因此规范操作很难保障。”

本报讯 10月17日，云南省开远
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杨某某（甲）涉嫌
交通肇事罪、妨害作证罪，杨某某（乙）
涉嫌包庇罪一案， 邀请13名市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旁听了案件审理。

庭审结束后， 代表委员们对严
谨规范的庭审程序、 法官及值庭法
警端庄大方的庭审礼仪给予了很高

的肯定。 （羊锦松）

本报讯 10月22日下午， 来自
全市的5名人大代表在江苏省淮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4号法庭内，旁听一
起行政案件的庭审， 并对庭审情况
进行现场打分。

淮安中院决定自10月21日至31
日， 在全市法院集中开展人大代表
观摩评议庭审活动。 （赵德刚）

本报讯 今年以来， 湖北省黄
梅县人民法院聘请12名人大代表为
执法监督员， 邀请人大代表视察法
院工作8次，发放代表联络卡300份，
并定期向人大常委会汇报法院工作

情况。 （吴干东）

本报讯 近日， 安徽省黟县人
民法院出台了 《关于推进司法公开
工作实施办法》，从立案公开、审务
公开、 执行公开、 对外委托程序公
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以及创新公
开工作方法和加强保障机制等8个
方面，对司法公开的内容、程序、方
式进一步规范。 （舒兴信）

本报讯 “人民陪审员的分析有
理有据，非常专业，我信了！ ”10月16
日，在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审理一
起山林权属纠纷案件时，被告张某在
听了来自该县林业局的工程师、 人民
陪审员吴亮南逐一解答其提出的一个

个疑问后，态度立即有了很大转变。
8月初， 长汀法院聘请5名来自

该县林业、 环保等相关职能部门的
“专家型”人才，担任法院的人民陪
审员，参与审理生态资源类案件。截
至目前， 该院生态专家陪审员参审
案件5人次，为审判工作提供咨询意
见6次。 （陈立烽 曾昭辉）

长汀：

专家型陪审员参审生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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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建盛抗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杨其明与

你公司的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定于 2014 年 1 月 16 日在本院
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3）
民提字第 195 号案件传票、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送达回证等诉讼文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
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浩海盛昌贸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刘宇诉你公司
房屋租赁合同纠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和举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举证期限届满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区法庭第九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谢丽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静
安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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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现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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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1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徐本祥：本院受理冉从木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5
万元， 并从 2013 年 1 月 28 日按 2 分计月息至还清时止；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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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2013年 12月
17日上午 8时 45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重庆]云阳县人民法院

全子清：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阳
支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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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原告起诉
要求：1、被告偿还原告贷款本金 30万元，利息 70506.19元（截止
2013年 7月 17日）， 以后的利息仍按借款合同约定利率标准计
付至贷款本息付清时止；2、被告承担诉讼费。 你提出答辩状和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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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的 2013年 12月 26日上午 8时 45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重庆]云阳县人民法院

翁芳林：本院受理原告徐娟诉你借款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
到，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

苏州灵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浙江鸿翔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诉苏州灵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吴江市中俊纺织有限公司、张伟光、丁奎秀、廖丽霞：本院
受理张家港市吴氏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诉你们、徐忠跃定作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 2014 年 1 月 6 日上午 9 时（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塘桥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丹阳市盛达铸造有限公司、盛锁明、李雪侠、盛春荣、盛小明、
雇云、盛夕娣、江苏雄盛铸造有限公司、丹阳市隆盛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镇江天润典当有限公司诉丹阳市盛达铸造有限公
司、盛锁明、李雪侠、盛春荣、盛小明、雇云、盛夕娣、江苏雄盛铸造
有限公司、丹阳市隆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典当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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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金山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

山西联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扬州楚门机电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诉山西联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举证材料一套、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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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邢磊：本院受理上诉人邢磊与被上诉人锦州市古塔区城市
开发改造局、原审第三人锦州市古塔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房
屋拆迁补偿安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邢磊：本院受理上诉人邢磊与被上诉人锦州市古塔区城市
开发改造局、原审第三人锦州市古塔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房
屋拆迁补偿安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河南蓝牌集团商丘啤酒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委托， 我行
定于 2013 年 11 月 8 日 10 时在商丘市凯旋路与长江路交叉口
北 100米路东睢阳区政府采购中心公开拍卖， 河南蓝牌集团商
丘啤酒有限公司院内绿篱等一批绿化树木。 保证金为 10万元。

有意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及保证金（保证金以实际到帐为准），于
2013年 11月 6日 16时前到本行办理报名竞买手续。 竞买不成
全额无息退还保证金。 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本公告之日起至
2013 年 11 月 6 日标的所在地 。 拍卖行电话 ：0370-3773087
13937042678，地址：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张巡路 319 号 507 室，
网址：http://www.sypmh.com，工商监督电话：0370-2785313，商
务监督电话：0370-2560802。 商丘市睢阳区拍卖行

2013年 10月 23日

武汉全中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 王明辉 （身份证号
421127196408260036）、 陈 利 利 （ 身 份 证 号

61042519800102002X）：本会于 2013年 4月 28日受理的申请
人武汉市洪山天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武汉全中机

电设备有限公司、王明辉、陈利利担保合同争议案[（2013）武仲
受字第 0000669 号]已审理终结，仲裁庭于 2013 年 10 月 14 日
作出裁决，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3）武仲裁字第 0001081
号裁决书。 请你方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武汉仲裁委员会（地
址：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路云林街 67 号）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武汉仲裁委员会

周建国 （身份证号 421022197608253436）： 本会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受理的申请人武汉时代广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
你方物业服务合同争议案[（2012）武仲受字第 00263 号]，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
裁员名册、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仲裁员选定书和答辩书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 7 日和 10 日内，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 30 日上
午 9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赵卿（身份证号 420102197703244019）：本会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受理的申请人武汉时代广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你方
物业服务合同争议案[（2012）武仲受字第 00266 号]，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
名册、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仲裁员选定书和答辩书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7 日和 10 日内，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 30 日上午
9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王文革 （身份证号码 432503196707192794）： 本会受理
[2013]株仲裁字第 040 号湖南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你和谭
永红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
副本、答辩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有关材料，请你在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60日内来本会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你选
定仲裁员的期限、答辩期、举证期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0 日、15
日、30日内。如你未在法定期限内选定仲裁员，本会主任将依法
指定旷勇（首席）、高建群、宋开明为本案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会
仲裁庭开庭审理。 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开庭之日起第 30 至 40
日，逾期视为送达（本会地址：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路 518 号，邮
编 412007，联系电话：0731-28838853）。 株洲仲裁委员会

王志贤：本会于 2013 年 7 月 26 日受理申请人郭穗兵与你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并已组成合议仲裁庭，定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 15 时在本会第一仲裁庭不公开开庭审理，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请你速到本会办理相关手续。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本会将依法运裁决。

韶关仲裁委员会

二 O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王高冲、张静：本院受理江苏海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王高冲、张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委托南通中
诚信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你们名下位于江苏省海
门市海门镇长江新村 406 幢 302、402 室二套住房进行了评估，
现已作出南通中诚信（2013）法鉴字第 003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评估价格为人民币 184.72万。 现予公告送达。 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 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或回赎，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 15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或回赎。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
估或回赎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江苏]海门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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