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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华 叶红梅 何玉东 站在群众立场解纠纷
何玉东，河南省商丘市人大代表、梁

园区李庄乡党委书记。 何玉东在繁忙的
行政管理工作之外， 始终把化解群众之
间的矛盾纠纷， 作为自己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之一， 经常到农村田间地头做调
解工作。

“怎么样才能处理好群众之间的纠纷
呐，其实就一句话，就是站在群众的立场去
调解，矛盾纠纷都可以化解。 ”何玉东说。

调解经验来源于工作体会

李庄乡地处黄河古堤下， 全乡总面

积96平方公里，有近6万人口。 由于当地
经济不太发达，一旦发生了矛盾纠纷，不
太容易化解。

何玉东刚到李庄乡工作时，每天上班
在办公室门口等他解决问题的群众就很

多。 等他一个一个接待完群众，一般情况
下都过了中午吃饭的时间了。 可他总是
说：“群众从农村来办事，只要能让他来一
次解决的问题，决不让群众跑两趟。 ”

在群众来访的事件中， 多数是征地
补偿、邻里纠纷、经营纠纷等问题，久而
久之，何玉东总结出了一些经验：一是认

真听取反映人的诉说； 二是站在当事人
的立场上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 三是提
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让双方当事人来评
说是否合理。

群众普遍反映， 经过何玉东调解的
纠纷，公平公正，不留后患。

谈心调解一起交通肇事案

2013年7月16日，家住山东省的葛忠
生驾驶一辆牌号为鲁R2T127号三轮摩
托车，在207省道上行驶时，与李庄乡某
村郝均威乘坐的两轮电动车相撞。 事故

造成年仅10岁的郝均威颅脑损伤， 构成
四级伤残。

法庭立案后，每次组织当事人调解，
双方都叫来不少家人陪同， 几次都因为
一句话，双方险些发生冲突。何玉东得知
情况后，连续几次到法庭帮助进行调解。
他一方面向肇事方说明受伤者家中的实

际困难， 说明孩子受伤造成终身残疾而
承受的巨大痛苦； 另一方面引导受伤者
家人，来法庭是解决问题的，吵闹不仅不
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激化矛盾。

听过何玉东的劝解，双方很快静下

心来，在今年1月8日达成协议 ，由肇事
方一次性赔偿受伤者15.8万元了解此
案。

小纠纷不出村大问题不出乡

何玉东不仅自己多次参与法庭疑难

案件的调解工作，还要求乡、村干部积极
主动参与群众之间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
提出“小纠纷不出村，大问题不出乡”。

何玉东常说 ：“我作为一名乡村干
部，稳定一方是基本职责，要稳定就要会
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我作为一名人大
代表、党委书记，首先要公正处理好全乡
有代表性的矛盾纠纷，其他乡村干部也
要各负其责，处理好所管辖行政村的矛
盾纠纷。 ”

“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法
治中国，需要建立扎实有效的推进机制。 ”
积极投身法治湖南建设实践的傅莉娟对

“法治”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深刻的认识。 透
过法治湖南建设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在法
治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 她把目光聚焦在
了更为具体的制度和机制架构设计上面。

2013年， 在高票当选为第十二届全
国人大代表后， 傅莉娟在多年对市州法
治建设调研的基础上， 结合自己在推进
法治湖南建设中的思考探索和实践感

悟，形成了数据翔实、观点鲜明的代表建
议案《关于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加快

建设法治中国务必建立扎实有效的推进

机制的建议》。
在建议中， 傅莉娟直言不讳地指出

了当前在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过程中

存在的种种问题。 如某些领导干部存在
认识偏差； 法治实践中不遵守宪法法律
的乱象层出不穷；司法腐败和打官司难、
执行难等问题依然存在等。

“法治是我们应对和解决各种困难、
矛盾及其难题的必由之路。实践证明，如
果我们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依法治国基

本方略， 就很难从根本上实现国家长治
久安。”傅莉娟认为，“法治中国建设重在
实践中前行，重在落实责任。 ”

傅莉娟说， 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要深刻认识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大意义。各
级党委政府都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

策部署上来，把建设法治中国作为一项涉
及科学发展全局的重大任务，列入各级党
委政府的工作重点， 列入本地区发展规
划，列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要建立各级党委统一领导， 各级人
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各司其职、各负
其责， 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法治建设推
进机制，落实工作责任，形成整体合力。

要加强组织保障， 进一步健全、完
善、落实相关领导和工作机制，建立独立
的考核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 进一步加
强督促检查考评，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
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和工作条件。
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傅莉娟和她的团
队开始着手制定考评法治湖南建设的指

标和评价体系， 旨在进一步提升湖南法
治建设的的水平。

“我相信，假以时日，当法治真正成
为全体公民的一种思维，一种习惯，一种
方式，一种意识，那么，我们的法治中国
梦就不再遥远了。 ”傅莉娟说。

思考：法治建设列入政绩考核

讯息短波

有这么一位女“法律人”，以法律工作者自居，身体力行投身法治湖南建设实践，并积极为法治中国建设
建言献策。 她就是傅莉娟，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湖南省委法治湖南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湖南
省司法厅副厅长、民革湖南省委副主委。

□ 本报记者 曾 妍 本报通讯员 罗雪梅代表委员风采录

重庆五中院：

“一对一”集中联络

蚌埠蚌山：

司法公开步入“微时代”

枣庄薛城：

听取代表委员意见

经历： 20年从事法律工作

“当初选择法律专业，就已经和司
法行政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傅莉娟
说，“20多年过去了， 我还是愿意说我
是一名法律工作者。 ”

1987年， 傅莉娟从西南政法大学
法律专业毕业， 进入平江县律师事务
所工作。 从律师到事务所副主任，到
1991年被选拔为平江县司法局副局
长，再到岳阳市妇联权益部部长、平江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湖南省妇联副主
席。

一路走来，傅莉娟勤勉而踏实，始
终将工作置于一名“法律人”客观而冷
静的视角下进行全盘考量和规划。

“对于妇女维权工作，我始终坚持
三点，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注
重部门配合协调， 带着深厚的感情来
做这项工作。 ”傅莉娟说。

傅莉娟任省妇联妇女儿童法律援

助中心主任期间， 带领法律服务工作
者为妇女提供实实在在的司法服务。
积极争取了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中
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办公室资助，与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实施了 “加
强对家庭暴力受害妇女的司法保护”
项目。

2009年，湖南高院出台《关于加强
对家庭暴力受害妇女司法保护的指导

意见（试行）》，这是我国首次由省级人
民法院专门出台的最具操作性的反家

暴司法指导意见。
对于反家暴工作， 傅莉娟不满足

于各部门形式上的配合， 而是追求细
分相关部门职责，进行“精细化分工”
的工作模式。

在她的推动下， 省公安厅将反家
暴内容纳入基层派出所所长常规轮训

内容； 长沙市岳麓区将反家暴工作纳
入了综合治理考核内容， 岳麓区法院
发出了湖南省第一个 “人身保护令”，
开辟了家暴司法保护新方式； 芙蓉区
试点“零家庭暴力社区”创建，政府首
次对家庭暴力进行干预。

傅莉娟的努力让越来越多的群众

认识到，家庭暴力不再是一般的“家庭
纠纷”，而是违法犯罪行为。 一旦发生
家庭暴力事件， 更多的人愿意拿起法
律武器维护权益。

实践：投身法治湖南建设

2009年， 傅莉娟回到了阔别13年
的司法行政工作岗位， 任湖南省司法
厅副厅长。 长时间的法律工作没有模
糊她心中法治的梦想， 反而因长期的
孜孜以求变得愈加清晰和系统。

2010年4月25日，时任湖南省委书
记周强在履新时突出强调 “要推进依
法治省迈出新步伐”的讲话，这让她敏
锐地感受到了机遇和希望。

傅莉娟带领省依法治省办 （后改
为省委法治办）的同志顺势而动，积极
作为，起草了《关于“十二五”湖南法治
建设的基本思路》，提出建设法治湖南
的具体设想和建议。这些意见在省委、
省政府 《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决定》和省委
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得到
采纳。

在湖南省委 、省政府正式作出 “建
设法治湖南 ”的战略部署后 ，傅莉娟带
领团队成员组织全省的法学专家学

者 ，数易其稿 ，形成 《法治湖南建设纲
领》（建议稿），提交给省委政研室作为
参考 ， 并全力配合其开展相关调研活
动。

2011年7月26日，中共湖南省第九届
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法治湖
南建设纲要》，开启了湖南法治建设的新
征程。

傅莉娟积极沟通协调， 推动省委于
2012年上半年成立省委法治湖南建设领
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同时，她积极履行省
委法治办副主任工作职责， 助推完成了
一系列有关法治湖南建设的工作部署和

机制建设。
她协调设立了由54个省直部门参与

的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依法
经营、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法治文化建设
等六个专项工作协调指导办公室。 召开

了领导小组会议和法治湖南建设工作推

进会。建立了省委法治湖南建设督查团，
对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纲要》情况进行
督促检查。

一个党委统一领导、 各部门齐抓共
管、 各项重点工作稳步推进的法治湖南
建设工作格局正在悄然形成，全省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各领域的法
治建设成绩斐然，“法治湖南” 已成为湖
南省最引人注目的一张名片。

“法治湖南建设，是法治中国精神内
涵在地方区域治理的具体体现， 是结合
自身实际和实践探索开展的创新之举。”
傅莉娟说，“我们大力推动法治湖南建
设，就是打开了法治中国的一扇窗。通过
这扇窗，可以找坐标、辨航向；通过这扇
窗，可以拓思维、找良方；通过这扇窗，可
以知现在、赢未来。 这一实践与探索，反
过来必将影响法治中国的历史进程，必
将成为法治中国建设厚重坚强的奠基之

石。 ”

本报讯 日前， 重庆市第五中
级人民法院为期8天的人大代表“一
对一”集中联络工作全面结束，全体
院领导带领相关庭室负责人对53位
在渝全国人大代表、 市人大代表进
行了上门走访，对近130位代表进行
了电话联系。

该活动收到共计62人次代表提
出的关于加强队伍建设、 强化法制
宣传、 继续落实法律文书电子送达
等意见建议。 （罗德梅 钟丽君）

本报讯 日前， 安徽省蚌埠市
蚌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一起保

险合同纠纷案件。 三名人大代表 、
四名政协委员旁听了庭审 ， 中国
法院网进行了图文直播 ， 蚌山法
院官方微博也同步直播了整个庭

审过程。
“很规范 ， 很紧凑 ， 当庭达成

调解， 效果也很好， 这个案子办得
漂亮！” 蚌山区人大代表陈泽青在
庭审结束后认为。 蚌山法院官方微
博博文在一个小时内被数千次阅

读 ， 微博频频被关注 、 被收听 ，
“涨粉” 过百。 （莫富强）

本报讯 在山东省枣庄市薛城

区人大和政协会议召开期间， 薛城
区人民法院派出干警前往各代表团

分组审议现场，听取代表、委员对法
院工作报告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代
表、委员监督。

（陈 平 王 龙）

傅莉娟：期盼法治成为全体公民的一种思维

宁海：

建立联络常态机制

本报讯 近日， 浙江省宁海县
人民法院邀请县人大代表20余人旁
听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
并参观了该院新成立的诉讼服务中

心和院史陈列室。
2013年， 该院共邀请县人大代

表140余人次走进法院。建立代表联
络常态机制， 定期开展庭审观摩活
动、参观法院文化、现场亲历执行、
举行法院情况通报会等。

（金 萍）

傅莉娟（前排右一）到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调研依法治企工作情况。 资料图片

郑万刚： 本院受理上诉人深圳市龙行货运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与被上诉人陈伟、
深圳市元一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永城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三法庭进行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忠民：本院受理原告张斌诉被告湖南湘潭公路桥梁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与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被告湖南湘潭公路桥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不服通辽市中级人

民法院（2013）通民初字第 28 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被告湖南湘潭公路桥梁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上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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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陕西富邦信念药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晓东诉被告
汉中市建筑工程总公司及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上诉
人汉中市建筑工程总公司就（2013）汉民初字第 00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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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汉中市汉台区人民法院

王晖乐：毛建敏就（2013）杭西商初字第 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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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浙江鑫阳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何向东与你劳动
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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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日，即视为送达。

[浙江]嘉善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武汉昊江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出票人账号 0526012830000483， 出票日期 2013 年 10 月 25
日， 出票人潜江昊佳密封件有限公司， 票据号码 30500053/
21129479，票面金额 65 万元，付款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东湖开发
区支行 ， 收款人武汉昊江机械有限公司 ， 收款人账号
42001110208053003156， 收款人开户银行建设银行武汉光谷支
行，到期日 2014 年 4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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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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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为
无效。 [湖北]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泰建筑装璜工程有限公司因银行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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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为 10200042 20713984，金额为 1441400 元整，出票日
期为 2014 年 1 月 20 日， 出票人为常泰建筑装璜工程有限公
司， 付款银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邹区支行，收
款人为郑州建材京珠石材基地鑫智盛石材销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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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宇田冠泰科技有限公司因丢失中国民生银行

太原千峰南路支行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该票据记载： 票号为
30500053/22592282，金额为 100000 元，出票人太原市金舰商贸
有限公司，出票行中国民生银行太原千峰南路支行，持票人北
京宇田冠泰科技有限公司， 背书人上海益忠天惠实业有限公
司、飞雕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九合传媒有限公司、天津引力
传媒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河南电视台的银行承兑汇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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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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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四川省茗山茶业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 1 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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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 3050005323335768，票面金额：50000 元，
开户银行名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开户银
行帐号：2201014170003830，出票人为一汽通用红塔云南汽车制
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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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柯琰瑜因遗失银行本票一张 （号码为 10303375

23971835，金额 100000元，出票日期 2014 年 1 月 22 日，本票申
请人王宗宁，本票收款人柯琰瑜，出票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市中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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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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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杭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票号为 10200052/23224892，票面金额为 10 万元 ，出
票日期为 2013 年 12 月 24 日，到期日为 2014 年 6 月 23 日 ，
出票人为浙江利帆家具有限公司 ， 收款人为苏州同大机械
有限公司， 出票银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长
兴支行营业部。 申请人杭州杭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后，现予以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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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浙江]长兴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富阳贝宏电器有限公司因其所持银行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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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为 30100051/21979806，票面金额为人
民币 5 万元，出票人为浙江嘉宜实业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德
清县力科包装有限公司， 出票行为交通银行湖州德清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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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德清县人民法院

河北众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唐山无限之峰商贸
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唐山无限之峰商
贸有限公司申请执行（2013）唐民重字第 7 号判决书，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2013）唐执字第 1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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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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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周世乐：关于孙素华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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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限你于公告期满后 3 日内（遇节假日顺延）按照本院作出的
（2013）郾字初字第 0042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履行。 逾期
则强制执行。 [河南]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

彭柳平：本院受理长沙岳麓农村合作银行诉你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中，申请执行人长沙岳麓农村合作银行申请执行长沙市
岳麓区人民法院（2008）岳民二初字第 3224 号民事判决书，因
你一直未履行义务，本院依法委托湖南恒永房地产评估咨询有
限公司对被执行人彭柳平所有的位于岳麓区桐梓坡路 123 号
雄海雅苑 14 栋 613 房进行评估， 已作出湘恒永房评字【2013】
第 11043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报
告。 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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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70天
后的第一个星期一上午 9 时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楼南

栋 A0512室）通过摇珠来确定拍卖机构。 并在确定拍卖机构后
开展司法技术拍卖工作，届时请到场监督。 同时请主动与本院
联系并对整个拍卖工作予以配合。

[湖南]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郴州市太平洋休闲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湖南华强科技有

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委托郴州同
兴资产评估事务所对你公司所有的监控设备和厨房、 餐厅设
备及用品等资产进行评估，现已作出郴同资所评报字[2013]第
13 号监控设备和厨房、餐厅设备及用品评估报告书，评估价
格为 21.29 万元。 本院作出（2012）郴北执字第 75-1 号执行裁
定，对上述财产予以拍卖，现公告送达该评估报告书及执行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

[湖南]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
陈红梅：申请执行人刘建军与被执行人陈红梅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一、偿还原
告刘建军借款 44000元。 逾期未履行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负担本案受理费 1400元及诉讼财产保
全申请费 660 元，合计 2060 元。 三、负担本案申请执行费 590
元。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在送达后
三日内自觉履行上述义务。 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涟源市人民法院
刘文秋： 本院执行的刘峰与你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阿克苏垦执字
第 27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一日内履行
通知书确定的义务 ：（1） 缴纳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款项
671050 元；（2）缴纳延迟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 14036 元；（3）
负担执行案件受理费 9111 元；（4）以上合计 694197 元（暂计
算到 2014 年 1 月 6 日）。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延迟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将继续计算到执行完毕之日止。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克苏垦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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