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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西部大省，山区面积辽阔，少数民族分布较广，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民法院工作条件差异非常明显。
“5·12”汶川特大地震、“4·20”芦山地震、藏区反分裂维稳定、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引发各类矛盾纠纷交织叠加，基层法院及其人民法庭案件数以接近20%的增幅逐年攀高，其发展特别是人民

法庭面临严峻考验。
人民法庭作为司法的第一线，长期处于化解矛盾纠纷的最前沿。 法庭虽小，却与老百姓的距离最近，它的工作水平直接影响到老百姓对公正司法的感受。 人民法庭建设在四川显得格外重

要：四川目前共有188个基层法院，826个人民法庭,法庭数量占到了全国的十分之一，且尚有99个法庭列入规划或正在建设中，全省法庭配备各类工作人员共3786人。 2013年初，四川高院在全省
重点建设服务型、阳光型、效能型“三型”人民法庭。 四川各地法院立足审判职能，在司法公开、服务群众、文化建设、巡回审理、小额速裁等方面不断探索和努力，打造出一个个各具特色的人民法
庭。

2014年1月19日，四川高院院长王海萍在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到，强化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简案快审的职能作用，人民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占全省法院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总数的82.70%，调解率达到了76.48%。四川全省人民法庭近几年先后有265人（次）获得省部级以上表彰，雷昌根、梁山、郭兴利等人民法庭法官先后被评为全国模范法官和
全国优秀法官；有140个庭（次）受到省部级以上表彰，其中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江宁人民法庭、富顺县法院东湖人民法庭、筠连县法院沐爱人民法庭等被评为全国法院先进集体。

四川：把纠纷化解在法庭
本报记者 聂敏宁 姜郑勇 本报通讯员 任雅莉

九襄：为农民工兄弟开通绿色通道2013 年 1 月 10 日大清早， 四川省
汉源县九襄镇同往常一样 ， 祥和而宁
静。 九襄人民法庭庭长周建平正准备开
始一天的工作， 却发现一大帮吵吵嚷嚷
的人群已经把法庭的院坝围了个满满当

当。
周建平探出头仅看了一眼窗外， 一

秒钟都没迟疑， 快步来到人群面前， 大
吼一声： “不要吵。” 炸开了锅的人群
顿时安静下来。

“你们有啥子事情一个一……” 只
讲出半句话， 一个个怒气冲天的汉子又
开始七嘴八舌的喷出憋在内心的怒火，
将周建平的话硬生生堵了半截在嘴里。

“好了!” 周建平再次大声压制住人
群的声音， 院子里再次安静下来。 “有
啥子事情慢慢说嘛， 既然到这儿来了，
着啥子急， 进屋头来坐到起说， 你们哪
个先来说， 我听哈啥子事情那么恼火。”

“当时如果不用这种语气、 节奏和
方式让那些人平静下来， 真的估计还要
出点啥子事情， 你想哈嘛， 39 个男人

一个个那个样子， 又都是些精壮汉子。
气势上不压一哈 ， 哪有法开展工作 。”
周建平操着一口流利的川普说道。

周建平了解到 ， 2011 年底 ， 汉源
县某乡修建村级公路， 中标方该县某建
筑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全权委托唐某处理

工程中的相关事务。 唐某随后雇佣 40
多名农民工负责修建公路 。 施工过程
中， 乡政府因工程进度原因 ， 于 2012
年 3 月责令该建筑公司退场， 由另一建
筑公司接替施工工作 。 突发状况导致
39 名农民工工资得不到支付。 双方经
过多次协商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后
来， 农民工们多次聚集到县、 乡政府要
求给付工资， 阻挠村级公路施工， 同时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由于年关将至， 周建平立即成立了
专项处理小组负责案件， 为农民工开通

绿色通道， 确保案件能够快审快结， 让
农民工兄弟能及时拿到过年钱。

法庭当天迅速找到该建筑公司的负

责人及唐某。 建筑公司表示， 那些工人
都是唐某自己聘请的 ， 与公司没有关
系， 钱也不应该由公司来支付。 唐某则
声称， 乡政府临时把我们换掉了， 而且
我刚出了车祸， 没有钱给。

2013 年 1 月 15 日， 法庭当庭进行
调解， 向被告建筑公司和唐某讲清恶意
欠薪的危害及其后果， 并纠正建筑公司
及唐某将乡政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违约

来对抗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错误做法。 同
时， 法庭及时查明、 冻结了建筑公司的
存款。 经过法官的释法明理后， 法庭进
一步引导被告在规定时间内共同承担还

款责任。 被告最终表示愿意积极筹措资
金， 并达成在 2013 年 1 月 22 日之前给

付 39 名农民工工资 10 万多元的协议。
“除了开庭以外， 我们基本上每天

都这样来回穿梭在原被告之间做工作，
刚开始觉得很苦， 时间长了， 也就习惯
了。” 周建平告诉记者。

“九襄法庭辖区域幅员有 1300 平方
公里， 而且多为偏远山区， 交通不便，
群众思想闭塞。 地震以及瀑布沟电站修
建后， 灾后重建、 移民安置、 城镇规划
建设 、 旅游开发 、 流动人口的不断增
加， 让各类矛盾纠纷短时间大量爆发出
来， 仅 2013 年， 九襄法庭就受理各类
民商事案件 1257 件， 结案 1249 件， 结
案率达 99.36％。 其中判决 239 件 ， 上
诉 69 件， 无一改判和发回重审， 无一
违法违纪案件发生。”

“为了降低诉讼成本， 减少当事人
诉累， 让更多群众学会用法律维护自身
权益， 我们对赡养案件、 相邻权纠纷案
件、 涉及残疾人诉讼的案件， 一般都开
展送法下乡， 巡回审理活动。 三年来，
上门审理案件达到 1678 件。”

“有纠纷， 找凡铮， 找了凡铮一盘
清 ； 有冤屈 ， 找凡铮 ， 找到凡铮冤可
申。” 在四川省古蔺县双沙镇民间流传
着这样一句顺口溜。

“请曾法官一定要为我们主持公道
呀！” 2013 年 1 月， 一中年男子用双手
叩开双沙人民法庭的大门并喊道。

中年男子叫雷善添， 从浙江省来双
沙承包煤矿工程， 因与矿方发生纠纷，
矿方拒不支付工程款， 几十名工人也领
不到一分钱工资。

在人生地不熟的他乡， 哭诉无门。
按照 “有纠纷， 找凡铮， 找了凡铮一盘
清 ； 有冤屈 ， 找凡铮 ， 找到凡铮冤可

申” 的指引， 雷善添找到了曾凡铮———
双沙人民法庭庭长。

曾凡铮在了解案情后， 即刻组织双
方下井确认工程量， 但在丈量后矿方却
拒绝在矿上总工程师制作的清单上签

字。 之后矿方又以重新鉴定拖延审理时
间， 后又以矿下积水为由阻挠鉴定以至
煤矿封井工程量无法核实。 曾凡铮旋即
找到矿方厂长、 安监员确认之前井下并
无积水是矿方故意妨碍取证， 因此以之

前清单上的工程量为准判决矿方支付八

十多万元的工程款。 矿方不服上诉到泸
州中院，中院维持原判，驳回了矿方上诉
请求。至此，雷善添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
下了，他拉着曾庭长的手不能自已。

曾凡铮有句话经常挂在嘴边， 来打
官司的很多都是我的老乡， 手板手背都
是肉， 咋个忍得起心歪起判嘛。 必须一
视同仁， 严格依法办事， 才能把案件查
清， 才能够依法办案， 群众才能满意。

2013 年 8 月一个周末 ， 观沙煤矿
职工钟绪明在下井施工时受伤， 经抢救
无效不幸死亡。 家里的顶梁柱垮了， 一
家人生活没有了着落。 钟绪明家人以及
亲戚一大帮人情绪激动地找到煤矿讨要

说法。
曾凡铮得知此事， 第一时间赶到矿

上， 在稳定双方情绪后， 慢慢引导双方
理性对待。 经过一整夜的座谈调解， 终
于促成矿方与钟绪明家人达成协议， 矿
方当场给付补偿金 50 余万元。

继荣获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和中华新

世纪先进个人后， 2013 年 8 月 ， 曾凡
铮被评为泸州最美基层法官。

双沙：“老乡们都是我的亲人”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国最大的彝族

聚居区， 昭觉县又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
居县，在当地流传着一句话，不到昭觉，
不算到过大凉山。

昭觉县有一个四开人民法庭， 辖区
内的彝族群众超过70000人，超过全县总
人口的1/3。某色木洛平日大部分时间就
负责处理这些人家长里短的纠纷。 提到
某色木洛的名字，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但要说起“法官德古调解法”，相信从事
法律工作的不少人都有所耳闻。 某色木
洛就是“法官德古调解法”的首创者。

某色木洛在当地彝族群众中有很高

的威望， 这与他所调解的案件均实现了
“无反悔案件、无信访申诉、无申请执行
问题”的“三无”目标自然是分不开的。

1991年， 当四川省剑阁县开封人民
法庭法官郭兴利开始用竹背篼背着国徽

和卷宗巡回办案的时候， 对调解有着浓
厚兴趣和爱好的四开乡党委书记、 区公

所所长某色木洛两年后也转任昭觉县法

院四开法庭庭长，也同样用背篼“背着国
徽”走基层、进民间，这一背也是20多年。
广元和凉山，一南一北，不同的是地理位
置，相同的都是对人民群众的满腔热情，
对法律正义的不倦追求。

“彝族群众更愿意接受调解，不愿意
接受判决。 ”据某色木洛介绍，曾有一起
民事纠纷案件， 四开法庭的工作人员拿
着判决书去执行，被告方以“那个东西是
法院判的， 我们就不同意， 协都没协商
好”为由拒不执行。

“为此我们不得不转变工作思路，探
寻一条彝族群众都能普遍接受的方法来

解决矛盾纠纷。”某色木洛进行了大量探
索实践，在2000年提出了“法官+德古 ”

调解法，先后聘请了12名“德古”为人民
陪审员和特邀陪审员， 率先在四开法庭
试行这种调解新方法。

工作中，某色木洛将“国家法律”与
“彝族习惯法”相结合，“法官”与“德古”
相结合，“法庭调解”与“民间调解”相结
合，法庭“面对面”调解与彝族传统“背对
背”调解形式相结合，人民法院的“人民
性”与民族调解的“群众性”相结合，充分
整合调解资源 。 通过几年的运行 ，“法
官+德古” 的调解模式已被彝族同胞广
泛接受，调解成功率达到100%，收到了
良好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民间纠纷经过‘德古’参与的调解，
全部结案，没有上访和重返案例，基本做
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切纠纷都解决

在基层。 ”某色木洛告诉记者，2010年我
们收案 123件 ，2011年 92件 ，2012年 217
件，今年截至目前，法庭已办结案件221
件，通过这种方式全部结案。这并不是说
“法官+德古” 调解法有多么的与众不
同，只是对于这片土地生活的人们来说，
可能更加的适合。

“德古”（彝语音译）， 专门用于称呼
在彝族人中具备“知识渊博、品德高尚、
阅历丰富、熟悉彝族习惯法、能言善辩，
办事公道， 能按习惯法和名人案例调解
重大纠纷，具有一定实力和号召能力，在
本家支和其他家支中享有崇高声望和权

威”的智者。“德古”从古至今在彝族群众
的生产生活中一直承担着“调解人”的角
色， 担负解决矛盾纠纷的社会职责，而
“德古”一职不世袭，也不经过选举产生，
全凭个人的群众威信自然形成， 所以个
人不能自称为“德古”，要靠彝族群众的
认可。

四开：某色木洛和他的调解法

大英县人民法院女子巡回法庭深入农家开庭审理案件。 孙善长 摄

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开庭审理离婚案。 温玉霞 摄

叶章茂、上海时势实业有限公司、周杰、苏观权、郑长基、叶
丰雄：本院受理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诉你们金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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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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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定于 2014年 8 月 25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原卢湾三楼第一法庭（上海市合肥路 213 号）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绿翡翠集团有限公司（Green Jade Group S.A.）：本院受
理的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与被告

上海仕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被告联合信仰海运有限公司、被
告绿翡翠集团有限公司、被告纵横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和被告上
海航华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通知书、法律文书送达地确认书、在线法律服务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
内。 并定于 2014 年 11 月 20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上海海事法院

重庆国港国际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已受理浙江飞
耀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单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 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本院定于 2014年
8 月 4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 3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龚全、李睿：本院受理原告施亮诉你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告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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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
送达后第 4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八宝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云南]广南县人民法院

盛飞：本院受理原告龙发权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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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 2014年 7月 18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审判楼
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
达。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富阳市人民法院

张文保、胡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舟山定海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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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民二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

武汉昌德瑞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天津天荣国际货运
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3）津海法商初字第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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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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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海事法院

唐志坤： 本院受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诉你、
扬州界龙名都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扬广新商初字第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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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晨伟昊通电气有限公司因遗失 31000051/
23112389 号、票面金额为 20 万元、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1 月 28
日、出票人为天津荣程祥矿产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天津中联进
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银行为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天津浦惠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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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的行为无效。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蒋新学，系海宁市长安铱星电器行的业主，中信银
行 东 莞 分 行 会 计 部 承 兑 汇 票 1 张 ， 票 据 号 码 为

3020005322721516，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68500 元，付款人为东莞
市凯程纺织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苏州坤润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最后被背书人为海宁市长安铱星电器行， 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11月 27日，出票银行为中信银行东莞分行会计部，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没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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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申请人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不慎丢失
一张号码为 3010005121844463、 出票人为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收款人为柳州柳工叉车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交行柳州
市铁路支行、 票面金额为 15万元、 出票日期为 2013年 9 月 10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4年 3 月 10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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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西]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千秋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

遗失，票号 30900053 26010039，票面金额 50000 元，出票日期
2013 年 10 月 12 日，汇票到期昌 2014 年 4 月 12 日，出票人武
汉区湖塘莎娜纺织原料经营部，付款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支行清算中心，收款人为沛县鑫丰纺织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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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李来山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申请人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 该汇票的出票人是丹阳荣嘉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
是常州市梦睿铝业铸造有限公司，付款行是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丹阳市支行，出票日期是 2013 年 8 月 2 日，汇票号码
是 10300052/24352769， 票面金额 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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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悦汽车物资有限公司因遗失一份银行承兑汇票

（ 出 票 日 期 为 2013 年 10 月 21 日 、 汇 票 号 码 为

3100005121691322 票面金额为 10000000 元、 出票人为永上集
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永上集团南京线缆股份有限公司、付款
行为浦发温州柳市支行）， 于 2014 年 4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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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乐清市人民法院

关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与宜都市

鑫河船业有限责任公司、杜清河、罗中与船舶有关的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现已作出（2010）武海法执字第 00154-2号执行裁定书，
决定对宜都市鑫河船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宜昌长恒 806”号轮进
行公开拍卖。 本院依法成立 “宜昌长恒 806” 轮拍卖委员会， 定于
2014年 7月 10日上午 10时在本院对上述船舶公开拍卖。凡有意购
买者可于 2014年 7月 9日下午 4时前向拍卖委员会提交书面申
请，并缴纳保证金 10万元参加竞拍。“宜昌长恒 806”号轮于 2005年
12月建造完毕，船舶种类为干货船，总长 75M，宽 13.6M，深 3.9M，
总吨 1284，净吨 758T，主机功率 272KW。船舶现停靠于江苏省响水

县一船厂。与该轮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60日内由债权
人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
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附：一、缴纳保证金账户,开户单位：武
汉海事法院；帐号：0523014400000012；开户银行：民生银行武汉分
行营业部。二、联系人电话,债权登记联系人:刘东 18007202780；买船
联系人：颜虹 027-68857612。 [湖北]武汉海事法院

本院于 2014年 5月 6日依法受理了申请人李克龙、 缪立明
和台州市椒江滨海航运有限公司提出的设立非人身伤亡赔偿请

求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申请。 申请人李克龙、缪立明和台
州市椒江滨海航运有限公司称：2013年 5月 29日，申请人李克龙
和缪立明共有、 台州市椒江滨海航运有限公司管理的 “浙椒机
1156”轮与 “兴龙舟 578”轮及“兴航海 168”轮在上海洋山港海域
发生碰撞事故，事故造成“兴航海 168”轮及船载货物沉没，“兴龙
舟 578”轮与“浙椒机 1156”轮受损。“浙椒机 1156”轮总吨位为 496
吨，为从事国内港口之间运输的干货船。 三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
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关于不满 300总吨船舶及沿
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决定》第四条的规定，向本
院申请设立数额为 83,500特别提款权及该款项自责任产生之日
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的相应利息的非人身伤亡赔偿请求的海事

赔偿责任限制基金。 凡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对申
请人李克龙、缪立明和台州市椒江滨海航运有限公司申请设立非
人身伤亡赔偿请求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有异议的，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对申请人李克龙、缪立明
和台州市椒江滨海航运有限公司申请设立非人身伤亡赔偿请求

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无异议的，或异议被本院裁定驳回的，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就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债权向本院

申请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债权，不得在基金中受偿。特此
公告。 本院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迎春路 567 号， 联系电话：
（021）68567567－3093、3103，联 系 人 ：李剑 、陆培彦 ，邮政编
码：200135。 上海海事法院

二○一四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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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金口河区人民法院彝区巡回法庭当庭结案。 赵 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