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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飞信特区
□ 本报记者 陈小康 本报通讯员 刘 洋会场聚焦

重庆九龙坡：

代表委员现场监督执行

1 月 20 日，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钱锋在重庆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报告说， 2013 年， 重庆全市法院严格依法履职， 狠抓队
伍建设， 工作取得新进展。

1 月 21 日， 各代表团审议重庆高院工作报告。 代表们认为， 重庆法院在过去的一年里， 工作突出了民生， 突出了服务， 突出了司法公平， 为维
护大局稳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推动重庆的改革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

全州：

善用陪审员特点
本报讯 广西壮族自治区全

州县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队伍涵盖

了妇联、教育、劳动、司法等部门，该
院根据陪审员的职业特点、 自身优
势以及案件类型对陪审员进行指

导、培训，在交通巡回法庭、消费纠
纷巡回法庭及妇女儿童维权岗等均

设置一至两名人民陪审员， 参加陪
审并协助调解相同类型案件。

（昌 婵）

本报讯 连日来， 湖南省临澧
县人民法院院长覃红卫及其他3名
班子成员带领4个组，分别下到全县
18个乡镇（区），征求人大代表对《临
澧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征求意见
稿）及法院工作的意见与建议。该活
动征求了该县人大常委会4名副主
任及全县共200余名人大代表的意
见。 （鄢澧舫 陈 芳）

临澧：

征求 200 名代表意见

本报讯 “南通两级法院对人
大代表的批评、 建议和提案认真对
待，闻过则喜，重视程度和悉心细致
的工作作风超乎我们的意料。建议常
委会通过适当形式进行表扬和宣传，
倡导全市各单位向法院学习……”日
前，黄天辉、沈晓彦、顾瑛等江苏省南
通市人大代表联名向市人大常委会

写信，对南通市法院系统重视代表批
评、 建议和提案办理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 （陈向东 顾建兵）

南通：

代表联名写信“赞”法院

本报讯 1月21日晚，重庆市九
龙坡区人民法院开展“迅雷”夜间集
中执行专项活动， 邀请了1名区人大
代表、2名区政协委员随同前往，进行
全程监督。

该行动旨在打击被执行人拒不

到庭、躲匿隐藏等行为。当晚执行案款
达10万余元。同行的区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表示法院此次执行活动程序合

法、行为规范、效果好。 （向 蕻）

河南 保障民生维护民权深得民心□ 本报记者 冀天福

本报通讯员 邢会峰

本报讯 日前，安徽省郎溪县人
民法院院长在县十六届人大三次会

议上作法院工作报告。 在随后的报告
审议中，代表们从审判执行、司法为
民、队伍建设等多个方面，对法院各
项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提出继续做
好司法为民工作等工作建议。

（陈永仑）

郎溪：

人大充分肯定法院工作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

1月18日在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 在审议法
院工作报告时， 人大代表纷纷对法院忠
实践行司法为民宗旨，高度关注民生，保
障民生、维护民权的做法高度称赞，并对
做好今后法院的各项工作献计献策。

严惩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

省人大代表、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
司第七一三研究所所长孙建中认为，全
省法院对危害食品、 药品犯罪案件始终
保持高压态势，在办理案件中，严把案件
事实关、 证据关和程序关， 准确适用法
律，规范案件量刑，并加大财产刑的处罚
力度，严格缓免刑的适用，不断强化效率
意识，有力打击和震慑危害食品、药品安
全犯罪活动，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 他建议，今后，对危害食品药品
安全犯罪要坚持多管齐下， 进行综合治
理，重点从根源上下功夫。

省人大代表、 漯河市召陵区区长刘
耀军建议， 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要
坚决用重典，从严追究刑事责任。

据介绍，2013年， 河南法院严厉打击
“瘦肉精”、“地沟油”、“毒大米” 等危害群
众餐桌安全犯罪，对261人判处刑罚。严厉
打击制售假药犯罪，判处犯罪分子123人。

持续为农民工维权讨薪

省人大代表、 扶沟县崔桥镇村民李
高峰说，自己也是个农民工，深知讨薪的
艰辛， 而全省法院在每年岁末年初都开
展为农民工讨薪活动， 这对农民工来说
真是一场及时雨，得民心，顺民意，使农
民工在寒冷的冬天感觉到春天般的温

暖。他建议法院主动走出去，与农民工组
织的讨薪法律援助中心结合起来， 发挥
更大作用。

省人大代表、 洛阳市涧西区工农乡
南村党委书记刘子军建议， 要继续加大
对欠薪行为打击力度，一方面采取曝光、
加入失信人黑名单、限制高消费等措施，
让欠薪者寸步难行；另一方面，对构成犯
罪的，要坚决追究刑事责任。

据悉，2013年，河南法院连续五年开
展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办理活动，
全年共为19804人追回劳动报酬4.32亿
元。

加大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力度

省人大代表、 共青团漯河市委书记
罗静认为，现在，我国在青少年教育方面
面临的问题很多， 河南高院在对青少年

的教育上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他建议，省高院
要继续加大对青少年的教育工作力度，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为青少年健康
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省人大代表、 郸城第一高级中学校
长刘成章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建
议创新举措， 继续加大推行全省法院的
“一校一法官”制度。

妥善化解涉诉信访难题

省人大代表、许昌市律师协会会长、
河南名人律师事务所主任董振杰认为，
河南法院在解决涉法涉诉问题中， 坚持
以人为本，并且采取了各种措施，方便群
众诉讼，改变信访的被动局面。 他建议，
加大法制宣传， 把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纳
入法制化轨道。

省人大代表、 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
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婷分析了当前涉法涉

诉现状，他建议要加大对无理缠访、闹访
的打击力度，维护正常的信访秩序。

省人大代表、 宁陵县初级中学校长
房霞建议，开展普法教育，提高全民的法
制水平， 让群众信法不信访才是最终解
决信访问题的治本之策。

为化解信访难题，2013年，河南法院
畅通信访渠道，对来访群众做到“一句暖
言、一杯开水、一个承诺”，共接待信访群
众22400余人 （次）， 处理涉诉信访案件
15000余件。 开展“法官大回访”活动，坚
持带案下访、巡回接访、判后回访，化解
难案老案874件。 加强源头治理，诉前调
解、诉讼调解结案18万余件，确保案结事
了。经过努力，河南省涉诉进京上访总量
下降31.32%。

重庆 民生、服务、公平的“三足鼎立”

创新工作机制 增强司法公信

报告显示， 重庆法院在2013年建
立全市法院执行指挥中心， 强化统一
管理和协调。 在公众服务网曝光 “老
赖”13264名。 全年执结案件59091件，
兑现金额 78.1亿元 ， 实际执行率
84.2%。 同时深入推进司法公开，重庆
全市三级法院实现生效裁判文书上网

公布，并已全部开通官方微博。 南岸、
云阳等10多个区县法院探索案件庭审
图文直播。

市人大代表杨家学表示， 在过去
的一年，重庆法院在便民利民方面，推
出的网上立案、电子送达等措施，既节
约了时间，又方便了当事人。推出的裁
判文书上网， 则进一步增加了司法的
透明度。 另外， 重庆在破解执行难方
面，也作出了不少的努力，希望能更进
一步与相关部门加大联动， 控制失信
被执行人的吃喝玩乐等一切高消费。

“全市法院官方微博的开通，增强
了法院的公开、透明，也让大家多了一
个和法院沟通的渠道。 ”杨家学认为，
官方微博的开通是“院长邮箱”的升级
版，非常不错。

参与社会治理 挽救失足少年

重庆法院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
辅”，采取社会调查、心理干预、犯罪记
录封存等措施，教育、感化、挽救失足
未成年人。 2013年， 判处未成年罪犯
1136人，比上年下降16.5%。 推进社区
矫正，共同做好特殊群体帮教。健全完
善减刑、假释公示和听证制度，审结减
刑、假释案件16219件。 针对审判中发
现的社会治理、 经济管理方面存在的
问题， 向相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285

件。同时推进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全市
法院现有人民陪审员1962名， 参审案件
57450件，比上年增长4.5%。

市政协委员、 重庆大学教授陈伯礼
说， 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判处未成年人罪
犯的人数比上年下降了 16.5%， 这说明
了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坚持教育、
感化、挽救失足未成年人的策略，确保法
律适用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统一。
在深入推进司法公开方面， 推进人民陪
审员选任工作做得也比较好， 全市法院
已有人民陪审员 1962 名， 而且在 2014
年的工作思路中，市高院提出到年底，人
民陪审员与法官比例将达到 1:1。这将增

加法院工作的透明度， 也提高了法院的
公信力。

提高服务质量 夯实基层工作

全市法院全面建成 “诉讼服务中
心”， 立案信访、 诉讼指导、 进度查询、
判后答疑等诉讼服务功能实现了有机整

合。 市一中法院、 沙坪坝等 12 个区县
法院设立志愿者法律服务平台。 重庆高
院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法院基层
基础工作的意见》， 加强指导， 加大投
入， 优化基层一线人员编制、 物质装备
和经费保障， 解决基层基础工作中的薄

弱问题。 加强信息化建设， 建成全市法
院审判数据中心， 科学设置案件质量评
估体系， 强化审判运行态势分析。

市政协委员、 市运管局局长李方宇
表示， 重庆高院通过实施新举措、 新机
制助推司法工作， 从而使司法公平取得
了新的成绩。 工作报告还突出了民生，
比如， 基层法院设立巡回法庭、 院坝法
庭， 这就方便了群众打官司， 充分体现
了法院的服务意识 ； 全市法院建成的
“诉讼服务中心”， 也使各项诉讼服务功
能有机整合， 便利了民众参加诉讼。 此
外， 全市法院积极主动接受监督， 每个
季度都会邀请政协委员视察调研、 旁听

庭审， 这使法院的工作更加透明，也
提升了法院的司法公信力， 让老百姓
更加信任法院、认可法院。

依法履职 打击犯罪

报告指出，2013年重庆全市法院
共受理各类案件410348件 ， 审执结
371182件 ， 比上年分别增长 6.3%和
5.5%。 其中，审结一审刑事案件25519
件、一审民商事案件235685件。市高院
受理各类案件4581件，审执结3911件；
5个中级法院受理各类案件45351件，
审执结39920件。

市人大代表、经开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王俊表示， 法院工作报告
成效显著，亮点可圈可点，将公平正义
摆在了第一位。 建议根据中央司法改
革的要求，不断深化改革，同时围绕民
生热点难点问题，抓好专项工作，如食
品安全问题，应发挥法院作用，在食品
安全犯罪上保持高压态势， 发现一例
打击一例。

市人大代表、 市人大财经委副主
任涂经平建议下一步继续按照中央部

署，深入扎实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同时
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 通过加强舆
论监督，充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
监督权，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

市人大代表、 重庆大学教授夏玉
先说，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民营企
业纠纷、 知识产权纠纷等案件越来越
多。 这些案件专业性强，针对新情况、
新特点，法院要不断创新，及时引进专
业人才，培育后备力量。

市人大代表、 中国建设银行重庆
市分行内控合规部总经理马良书希望

法院在利用法律手段化解社会矛盾上

进一步积极作为，简化程序，树立司法
权威，提高全社会司法意识。

1 月 20 日，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钱锋在重庆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报告。 陈小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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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进道集装箱有限公司第二次破产财产分配公告 2012
年 11 月 30 日，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11）番法民破
字第 2-1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了《广州进道集装箱有限
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下称“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
理人执行。 广州进道集装箱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第二次分配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开始实施，已于 2014年 1 月 2 日完成。 本次
可供债权人分配的破产财产金额为 1,409,023.98 元， 参加分配
的普通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148,730,892.76 元 ， 清偿比例为
0.947％。 广州进道集装箱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院根据债务人濮阳市肉联厂（含濮阳市三牛急冻食品有
限公司）的破产申请，于 2013 年 11 月 20 日作出（2013）濮中法
民破（预）字第 01-1 号民事裁定，立案受理了该案，并指定濮阳
市肉联厂（含濮阳市三牛急冻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为破
产管理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第
四十五条的规定，未收到本院通知的债权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50 日内，向管理人(通信地址：濮阳市胜利路 139 号濮阳市食品
公司办公楼南楼 3 楼北； 邮政编码 457000； 联系电话 0393-
6929979）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
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 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4
年 3 月 25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二号审判庭（地址：河南省濮阳
市胜利中路 225 号）召开，望准时参加，并向本院提交身份证复
印件（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有委托代理人的
提交授权委托书。 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3 年 9月 10 日， 本院根据漯河市供销社工业品公司的
申请受理了漯河市供销社工业品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漯
河市供销社工业品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由债权人会议通
过后，破产清算组已按照该方案将破产财产予以分配完结。 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本院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裁定终结漯河市供销社工业品公司破产程
序。 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 年 4月 27日， 本院裁定受理句容市茅山环保化工科
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申请人句容市茅山环保化工
科技有限公司因政策性调整被实施关闭，目前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本院认为，句容市茅山环保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作为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
力，符合破产的条件。 本院依法于 2014年 1 月 2 日裁定宣告句
容市茅山环保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江苏]句容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朔州市财政局的申请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裁定

受理山西汇诚电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 2014 年 1 月
16 日指定朔州市朔城区百盛破产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山西汇
诚电冶有限公司管理人。 山西汇诚电冶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4年 3 月 12 日前，向山西汇诚电冶有限公司管理人（联系地
址：朔州市朔城区古北街与朔神路交叉口宝源商务大楼 A0510
室，邮政编码 036000，联系电话：6668860）申报债权。 书面说明
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交相关证
据材料。 债权人逾期申报债权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
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山西汇诚电冶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山西汇诚电冶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者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4年 3 月 27日 9时在
本院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
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 年 10 月 25日，本院根据张云强的申请裁定受理杭州
郎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经审查，根据管理人对
杭州郎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财产状况的核查，杭州郎城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的财产仅有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万乐社区

的厂房一幢、 小型面包车一辆及暂存于本院的执行代管款
113772.56元。杭州永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8月 20 日
出具的《杭州郎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厂房办公楼市场公允价值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反映，杭州郎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厂房
评估值为 11398291 元。小型面包车变现资产价值较低。而本院
于 2013 年 3 月 15 日杭州郎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中已确认杭州郎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债权人对杭州郎

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金额 17308305.52 元， 另有管
理人初步审核确认的杭州郎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债权人对杭

州郎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金额 27423917.34 元。 故
杭州郎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负债金额已远远大于资产金额，
明显资不抵债。 本院认为，杭州郎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
定， 本院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裁定宣告杭州郎城装饰材料有
限公司破产。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枝花申请宣告张剡失踪一案，经查: 张剡，男，
1988年 9月 22 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学府大
道 999 号，身份证号:360430198809221130，于 2010 年 7 月 2 日
外出，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张剡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 3 个月，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江西]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春娥申请宣告宁林生死亡一案，经查: 宁林生，
男，1946 年 9 月 27 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文教路
314号 2 单元 101 户，公民身份证号:360102194609276313。宁林
生于 2009 年 11 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宁林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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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范丽芬申请宣告宋飞死亡一案，经查：宋飞（男，

汉族，1983 年 6 月 15 日生）于 1997 年 7 月 29 日起，下落不明
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宋飞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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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个旧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付宇航申请宣告胡永吉失踪一案，经查：胡永吉
（女，汉族，1977 年 2 月 11 日生）于 2011 年 9 月起，下落不明已
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希望胡永吉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
的，本院将依法宣告胡永吉失踪。 [云南]个旧市人民法院

北京景欣拆迁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晴诉中华全国归
国华侨联合会、北京景欣拆迁服务有限公司、李铁成确认合同
效力纠纷一案，上诉人李晴就（2013）东民初字第 11215 号民事
判决书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 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上海集翔物资供应有限公司：上诉人福建万佳华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就（2013）湖民初字第 2811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限满后 15日内，逾期
将依法审理。 [福建]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汕头市安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清）：本院受理原告刘
百惠诉被告汕头市振平房地产有限公司、第三人汕头市安讯有
限公司、第三人黄进涛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上诉人刘百
惠就（2013）汕濠法民一重字第 1 号民事裁定书提起上诉。 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逾期将依法
审理。 [广东]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法院

彭成洒：上诉人惠州市俊通汽车贸易公司就【（2013）惠城
法民二初字第 278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上诉状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广东]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刘秀明： 本院受理原告王秋勇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上

诉人王秋勇就（2013）惠博法园民初字第 271 号民事判决书提

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 日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逾期将
依法审理。 [广东]博罗县人民法院

刘秀明： 本院受理原告莫剑昌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上
诉人莫剑昌就（2013）惠博法园民初字第 270 号民事判决书提
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 日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逾期将
依法审理。 [广东]博罗县人民法院

香港佳利工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永嘉信有限公司诉
被告中山汉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原告永嘉信有限公司不服本院（2009）中一法民四初
字第 206 号判决提起上诉，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90 日,
即视为送达。 [广东]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郑雪平、梁值泮：本院受理梁伟群、张浩星诉郑雪平、梁值
泮，第三人吴希梁、吴磊樑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上诉人吴希
梁就（2013）江恩法民二初字第 88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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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将依法审理。 [广东]恩平市人民法院

陈庆志：本院受理原告韦兰欣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2014） 阳春法潭民初字第 16 号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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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整（遇节假日顺延）
在阳春市人民法院潭水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
理。 [广东]阳春市人民法院

河南渑池中迈铝电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三门峡兴源
物贸有限公司诉被告河南金渠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及第三人你公司

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公告向你公司送达了（2011）三民初字第 16号
民事判决书。由于河南金渠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本院受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河南金渠黄金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上诉状副本。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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