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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王庭长， 这案子总算有了眉
目。” 临沂市某钢材公司经理握着临沂
中院法官的手感激地说。 “王庭长办案
讲策略 ， 有水平 ， 处处为我们公司着
想， 真是贴心！” 浙江某公司法定代理
人也对法官竖起了大拇指。

一起案件中的原、 被告双方都对法
官心生感激， 这是最叫法官欣慰的事。
在临沂市某钢材公司与浙江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中， 临沂公司申请财产保
全， 临沂中院立案庭依法冻结了被告在
不同银行开立的 6 个账户。 承办人员考
虑到该案审理周期可能较长， 长期查封
6 个账户必将影响被告的正常经营。 为
了既维护原告利益， 又不影响被告开展
业务， 立案庭及时与双方进行沟通， 将
6 个账户的款项集中到一个账户继续查
封， 对其余 5 个账户予以解封， 双方当

事人均表示同意。 后双方当事人不约而
同地分别向临沂中院立案庭赠送锦旗，
原告锦旗上写着 “公正执法 、 热心为
民”， 被告锦旗上书 “服务热诚、 勤政
高效”。

针对 “执行难” 这个难题， 沂水县
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实施执行对话机制，
即在执行人员的主持下， 邀请申请执行
人和被执行人到场， 面对面讲明执行的
请求事由、 执行不能的理由以及执行进
展情况 ， 引导当事人积极提供执行线
索， 参与查找被执行人， 实现执行实结
率的最大化， 消除申请执行人对法院执
行不能的误解 。 “以前 ， 拿不到执行
款， 就埋怨法院、 埋怨法官， 总以为里
面有什么猫腻， 参加了执行对话会， 了
解到执行法官也不容易， 为我的案子，
他们也尽心了， 就算案子执行不了， 我

也没怨言了 。” 因为一起交通事故案 ，
当事人张富霞多次申请执行， 但被执行
人下落不明， 执行未果。 参加了沂水法
院召开的执行对话会 ， 张富霞深有感
触， 对执行法官表示理解和支持。

临沂作为山东人口最多、 面积最大
的农业大市、 物流之都， 社会管理难度
大， 既有占全省比例 1/8 的刑事案件，
又有社情复杂、 舆论关注程度高的敏感
案件； 既有辖区地处偏远、 交通不便的
涉农民事纠纷， 又有市场交易频繁、 城
市化进程加快带来的商事案件， 一线法
官年人均办案近 200 件 ， “五加二 ”、
“白加黑” 地工作以及无私奉献的沂蒙
精神 ， 已成为法官爱岗敬业的不竭动
力。

人民法庭承担了大量民商事案件

的审理 ， 是化解矛盾 、 过滤纠纷的

“减震器 ”， 是法院与群众血肉联系的
直接桥梁和纽带 。 临沂中院把加强人
民法庭建设作为提高公信力的基石 ，
高度重视人民法庭建设 ， 会同组织 、
财政 、 人社 、 住建 、 规划 、 国土等部
门 ， 制定了加强人民法庭建设意见 ，
临沂市委就此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
强人民法庭建设的意见 》。 3 月 9 日 ，
山东高院院长白泉民审阅后， 批示省高
院拟文转发各中院参阅执行。

三年来， 临沂中院先后有 26 项经
验被最高人民法院、 山东省委政法委、
省高院推广 ， 市级以上领导批示百余
次； 有多个集体和个人获得全国优秀法
院、 全国优秀 “青少年维权岗”、 人民
满意公务员等 “国 ” 字头荣誉 。 2013
年， 全市法院一、 二审服判息诉率分别
达到 93.4%和 99.5%。

本报记者 闫继勇 本报通讯员 邵泽毅 王海涛 万晓岩

近年来， 山东省临沂市两级法院充分发挥本土文化资源优势， 把弘扬 “军民水乳交融、 生死与共铸就” 的沂蒙精神作为坚定理念信念的精神之
“钙”， 把爱党爱军、 开拓奋进、 艰苦创业、 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涵作为沂蒙法官取之不尽的营养 “钙片”， 并将之转化为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的强大动力，
转化为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的生动实践， 精心打造了沂蒙司法的政治品牌、 文化品牌、 公信品牌， 演绎了一曲建设过
硬队伍的红色经典。 全市法院 1800余名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三年来优质高效地完成了近 40万件案件的审判任务。

临沂： 打造“沂蒙司法品牌”

信念坚定： 打造司法政治品牌
今年清明节前夕， 临沂市中级人民

法院全体法官再一次到沂蒙革命纪念馆

参观。 “作为一个临沂人， 沂蒙精神展
我看过了很多次， 但是每一次看仍会受
到震撼， 心灵受到一次洗礼。” 临沂中
院法官邵波这样说。 的确， 在临沂， 沂
蒙六姐妹、 沂蒙母亲王换于、 红嫂明德
英的故事家喻户晓 ， 每个人都耳熟能
详 。 沂蒙精神和延安精神 、 井冈山精
神、 长征精神、 西柏坡精神一样， 成为
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临沂法院十分注
重这些精神财富的传承， 把确保正确的
政治方向作为法官队伍建设的灵魂， 挖
掘红色本土文化资源， 用沂蒙精神锻造
法官队伍。 组织法官参观沂蒙革命纪念
馆、 孟良崮烈士纪念馆、 红嫂纪念馆等
红色教育基地， 开展重温入党誓词、 青

年法官论坛等活动， 不断强化广大法官
的大局意识、 宗旨观念。

沂蒙精神的实质就是始终保持党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临沂中院制定了
《以群众观点统揽审判执行工作的意
见》， 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为契机， 注重把弘扬沂蒙精神与强化
职业责任教育结合起来， 引导法官坚持
以群众观念为思想引领， 以群众感情为
联络纽带， 以群众路线为决策方式， 以
群众方法为调处手段， 切实维护好群众
合法权益。 临沂中院编写的 《以群众观
点指导审判实践》 一文在 《求是》 杂志
《红旗文稿》 刊发。

2013 年， 临沂中院机关开展 “结
亲连心 ” 活动 ， 131 名法官走进 2133
户群众家庭 ， 了解群众诉求 ， 帮助排

忧解难 。 临沂市兰山区前屯社区的刑
满释放人员冯某 ， 曾因抢劫罪被判刑
七年 ， 刑满释放后没有找到工作 ， 整
天无所事事 ， 到处游荡 。 临沂中院法
官到冯某所在社区联系群众时 ， 与他
谈心， 了解到他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
出狱后找工作碰了几回钉子 ， 认为自
己很难取得别人的信任 ， 就心灰意冷
了。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临沂中
院刑三庭法官孙叶梅积极协调一家物流

公司， 为冯某联系了工作， 同时鼓励他
好好工作， 重新做人。 冯某感激地说：
“我以前看到法官就害怕， 没想到你们
这样热心， 我一定好好干， 不给你们丢
脸！”

党的十八大代表、 兰山区人民法院
法官王永涛利用开庭之余， 到村里为群

众讲解党的十八大精神， 让党的好声音
在基层落地生根。 大棚种植户老张高兴
地说： “原来电视上也都看了一些， 这
回王法官一讲， 更明白了。 党的政策这
么好， 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 在全国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表彰大会上， 王
永涛受到了李克强总理的亲切接见。

临沂中院于 2011 年创建了以 “重
点工作项目化、 业务工作指标化、 各项
工作考核化、 工作绩效奖惩化” 为内容
的 “四化” 司法管理模式， 起到了纲举
目张、 提示督办的积极作用， 达到了事
半功倍的效果， 催生了管理效能最大化
的几何效应。 三年来， 全市法院收案数
及人均办案数均位居全省法院首位， 该
做法被最高人民法院、 山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推广。

“人人那个都说哎， 沂蒙山好……”
青年法官魏平身背国徽， 骑着自行车，
唱着 《沂蒙山小调》， 奔走在梨花盛开
的山路上。 这是微电影 《我的沂蒙》 中
的第一个镜头。 影片讲述了这位沂蒙青
年法官从小失去母亲， 吃百家饭、 穿百
家衣长大， 政法大学毕业后， 放弃了城
市优越的工作条件， 回到故乡当了一名
基层法官的故事。 影片是根据临沂中院
法官的诗歌 《喊一声沂蒙山 》 改编而
成， 是沂蒙法官甘于奉献、 扎根基层的
真实写照， 获得 “沂蒙文艺奖”、 全国
法制类微电影二等奖。

沂蒙法官扎根在沂蒙这块红色的热

土上， 受沂蒙人民传统的无私奉献、 勤

劳善良的精神滋养 ， 体现在司法实践
中， 涌现出了一大批吃苦耐劳的办案能
手、 善于做群众工作的调解高手、 勤学
善用的专家型法官。 “用文艺作品的形
式， 提炼这些感人至深的精神要素， 再
展现出来， 以此来影响、 带动更多的法
官， 微电影 《我的沂蒙》 就是我们一次
成功的尝试。” 临沂中院院长亓宗宝说。

临沂每个法院都成立了青年法官协

会， 将红色文化向青年传承。 苍山县人
民法院青年法官协会走进代庄社区， 实
行 “一对一” 结对法律帮扶， 帮助该村
打造了 “无讼社区”。 费县人民法院青
年法官协会开展了 “胸怀乡土走基层”
活动 ， 组成巡回法庭进村办案 ， 由经

验丰富的老法官向村干部传授调解方

法 ； 在社区村居普法宣讲 ， 为基层群
众答疑解惑 ； 开设青年法官论坛 ， 对
法学理论与审判实践进行研讨 。 “到
基层去了解群众诉求 ， 学习用群众方
法解决问题， 这是让青年传承和发扬沂
蒙精神的重要一课 ， 从群众路线中传
承， 在司法实践中发扬。” 该院研究室
主任张清厚这样说。

临沂中院以创建学习型法院为载

体， 挖掘历史文化名城的资源， 大兴学
习研究之风， 开办沂蒙大讲堂， 邀请胡
云腾、 王利明、 何勤华等专家学者作学
术报告， 以先进理念指导司法实践。 通
过 “法官教法官 ” 活动 ， 传递办案经

验， 增强全体法官的创先争优意识和办
案水平 。 近年来 ， 通过开展 “三零法
官” 竞赛、 “沂蒙十佳法官”、 “新沂
蒙·新红嫂” 十佳政法女干警评选等活
动， 先后有百余名法官受到市级以上表
彰奖励 ， 全市法院形成了风正气顺心
齐、 干事创业、 争先进位、 共谋发展的
良好氛围。

临沂法院还积极倡导人文司法， 重
视廉政文化建设 ， 以先进文化凝魂聚
气。 费县法院的 “五色” 文化、 平邑县
人民法院的管理文化、 郯城县人民法院
的少审文化等做法被主流媒体予以推广

报道， 全市法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
品牌。

能力过硬： 打造司法文化品牌

作风优良： 打造司法公信品牌

“梦圆盛世” 书画展。 邵泽毅 摄

《我的沂蒙》 剧照。 王海涛 摄

拍摄 《我的沂蒙》。 万晓岩 摄

2014 年 1 月 21 日，本院根据债务人湖南恒盾集团有限公
司、 湖南恒旺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湘潭恒盾科技实业有限公
司、 湘潭恒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湖南恒峰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城步恒润竹木制品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上述公司合
并破产清算申请一案。 现查明：截至 2014 年 1 月 21 日，恒盾
集团及关联企业 1+5 的总资产金额为 248,419,225.83 元 ，总
负债金额为 606,759,444.15 元，负债率为 244%。 本院认为，恒
盾集团及关联企业 1+5 因经营不善，造成巨额亏损，其资产
明显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应当宣告破产，依法清算偿债。 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一
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4 年 5 月 4 日裁定宣告
湖南恒盾集团有限公司破产， 宣告湖南恒旺日用制品有限公
司、 湘潭恒盾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湘潭恒源食品饮料有限公
司、湖南恒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城步恒润竹木制品有限公司
与湖南恒盾集团有限公司合并破产。

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08 年 11 月 10 日受理的衡阳雁峰大厦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经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
规定，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作出(2008)衡中法民破字第 8-8 号
民事裁定书，宣告破产衡阳雁峰大厦有限公司破产。

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宿迁市宿豫区金鼎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的申请， 已于 2014 年 3 月 3 日裁定受理债务人宿迁市皇室
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室玻璃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
宿迁信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皇室玻璃公司的债权人
应在 2014 年 6 月 26 日前向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址：宿迁市
洪泽湖路府苑小区 B 座 4 楼， 邮政编码：223800， 联系人吉家
根，联系电话：13951591678）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皇室玻

璃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皇室玻璃公司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4 年 7 月 3 日上午 9 时在本
院第一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当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江苏]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0 年 7 月 29 日根据巨
石集团有限公司申请， 裁定受理江苏中意玻璃钢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案，又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根据泗阳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申请， 裁定受理对泗阳县中意玻璃钢有限公司纳入
江苏中意玻璃钢有限公司破产一并进行破产清算， 并将案件
指定本院管辖。 本院查明，两被申请人资产、人员、经营、财务
混同， 已长期停产， 账面资产总额 23953158 元， 负债总额
41558149.17 元。 本院认为，两被申请人长期停产，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条
件。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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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4 月 18 日裁定宣告被申请人江苏中意
玻璃钢有限公司泗阳县中意玻璃钢有限公司破产。

[江苏]泗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阜新橡胶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

2014年 5月 5日裁定受理该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日，指定该公
司破产清算组为管理人。 阜新橡胶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
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管理人（通讯地址：阜新市
经济开发区开通街 92号，阜新橡胶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清
算组；邮政编码：123000；联系电话：0418-2907828；联系人：张鸿
娟）申报债权。 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阜新橡胶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阜新橡胶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将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上午 9 点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召开，
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

马松龄,郑福珍：本院受理付军,樊晓波,付春亮诉马松龄,郑
福珍所有权纠纷一案，申请人付军,樊晓波,付春亮申请执行，本
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0）静民三（民）初字第 31 号民
事判决书，依法委托上海科东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上海
市新丰路 518 弄 6 号 3107 室进行评估， 已作出房地产评估报
告书。 本房地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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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牛鸿魁：本院已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
行申请执行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4）金执字第 172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于本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3 日内
按照（2013）金民二初字第 3978 号民事判决书履行义务，并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逾期不履行，则强制执行。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郝少强： 车保义申请执行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财
产申报表、廉政监督卡、履行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5 日内自动履
行本院（2012）辉民初字第 3313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辉县市人民法院

傅晨曦：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孙立武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申请执行人孙立武申请执行（2012）开民一初字第 3941
号民事判决书，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2013）开执字
第 01607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和风险提示书。 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7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逾期仍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王奕璇：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政府申请
强制执行被申请执行人王奕璇非诉行政执行一案， 已审查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 宽行非执字第 12 号、
（2014）宽行非执字第 17号行政裁定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自送达之日
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

王振林：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政府申请
强制执行被申请执行人王振林非诉行政执行一案， 已审查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宽行非执字第 13 号行政
裁定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本裁定自送达之日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
吴松泽、陈娟：本院受理巴中市巴州区中晟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案 ，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2） 巴州法执字第 334 号附 2 号执行裁定书， 该裁定书载
明：对被执行人吴松泽、陈娟所有的（原借款时抵押物）位于通
江县诺江镇东城社区诺江路 115 号 1 层营业用房 （面积：60.98
平方米）、2 层住房（面积：90.39 平方米）、3 层住房（面积：90.39
平方米）、4 层住房（面积：90.39 平方米）、5 层住房（面积：90.39
平方米）、6 层住房（面积：90.39 平方米）、7 层住房（面积：90.39
平方米）住房、8层住房（面积：90.39平方米）交付评估、拍卖。经
三次拍卖无果，经征求申请执行人巴中市巴州区中晟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的意见， 同意将流拍房产以物抵债， 以流拍价
3507172.48 万元抵偿给申请执行人巴中市巴州区中晟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四川]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
殷渤、王义霞、牛桂如：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乌鲁木齐市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路支行与被执行人乌鲁木齐如玉

显丹木商贸有限公司、殷渤、王义霞、牛桂如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3）乌中执字第 90-2 号执行裁
定书， 裁定拍卖对被执行人王义霞名下位于乌鲁木齐市沙依
巴克区长江路 92 号东方花园 2 栋 25 层 H 座房产 （面积
100.32■）、 殷渤名下位于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长江路 92
号东方花园 2 栋 25 层 I 座房产（面积 153.48■）、牛桂如名下
位于乌鲁木齐市团结路 500 号 10 栋 2 单元 303 室房产（面积
75.40■）。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本
裁定书送达之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军、新疆汇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
黄树金与被执行人新疆汇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
泰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刘军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
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兵六执字第 00013 号执
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财产报告令等相关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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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公司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宏福印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宏福公
司）的申请，于 2014 年 5 月 4 日裁定受理被申请人南京美喜工
贸有限公司（下简称南京美喜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依法指定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南京分所担任南京美喜公司清算组。 南
京美喜公司的债权人应当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向南京
美喜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逾期申报者，可以在财产最后分配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 南京美喜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清算组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附：南京美喜公司清算组联系方式：联系地址：
南京市山西路 128 号和泰国际大厦七楼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南京分所； 联系人： 宫丽； 邮编：210009； 联系电话：025－
52808866－6115、13913967149。 [江苏]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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