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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教育润心田

3 月的一天，驻马店中院审监庭的
丁耀东法官，一如往常一样，穿过法官通
道到审判庭开庭。在这里，他不由得放慢
脚步，浏览通道两侧悬挂的警示教育案
例。尽管对此再熟悉不过，为什么每次还
要看看？“这些警示教育案例的‘主角’都
是法官，有的还很熟悉。每次看到他们从
知法的法律人沦落为罪犯，思想上都受
到一次深刻的提醒和教育。他们的教训
时刻提醒自己要谨慎行使手中权力。”这
位年轻的法官深有感触地说。

目前，在反腐败“不敢为”的惩戒机
制、“不能为”的防范机制和“不易为”的
保障机制尚未有效建立的情况下，如何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避免干警违
法违纪？近年来，驻马店中院在打造

“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上下功夫，对干
警常下廉政教育“毛毛雨”，把法官通
道打造为法官警示教育通道只是其中的
一场“毛毛雨”。在这里，全国法院系
统 20 名违法违纪法官的典型案例醒目
地悬挂在通道两侧，其中，有7名来自
全市法院系统。用身边的反面典型教育
干警，有针对性，更容易引起干警思想
上的共鸣。

该院还充分发挥法院干警亲人在廉
政建设方面的特殊作用，请干警的父
母、配偶、子女等亲人亲笔书写对干警
的廉政希望、廉政要求等寄语，并统一
制成标牌悬挂在干警办公室，使干警抬
头便可看到亲人的嘱托。“不以一文损

清白人格，不因一案毁公道人生”等发
自内心的寄语时刻提醒干警保持清廉的
品行。为巩固亲情寄语活动成果，该院
还把 36 名审判、执行等岗位干警亲属
亲笔书写的寄语和干警写的感悟，制作
成版面展于五楼会议室外的走廊内，使
干警常看、常想、常受到警示。

审务督察重防范

去年7月18日，驻马店某媒体曝光
了某基层法院立案庭一名法官带孩子上
班，并让孩子在电脑上看电影一事，在
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驻马店中院院
长苗建勇看到报道后批示，要求院审务
督察部门依纪严肃处理，并认真反思审
务督察存在的问题，加大督察力度，加
强干警纪律作风建设。经驻马店中院纪
检监察部门督察，某法院对该名法官作
出深刻检查、扣发文明奖、调离立案信
访岗位等处理。督察通报下发后，在全
市法院引起强烈反响。

驻马店中院坚持以审务督察为抓
手，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强化制度落
实，避免让各种规章制度成为“纸老
虎”、“ 稻草人”。该院制定了《审务督
察工作实施细则》，使监督的机构、重点、
内容、措施更加具体。成立了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三个督察组 38名督察员，采取
定期与不定期、明查与暗访相结合的方
式，对全市两级法院审务工作进行督察。

该院结合审判执行工作实际，在全
市法院开展审务督察活动，对中院机关
督察暗访每月不少于一次，对十个县

（区）法院和所有人民法庭督察暗访两个
月不少于一次；每年重点对全市法院公
众满意度测评排名靠后的县（区）法院和
信访举报较多的县（区）法院和人民法庭
进行审务督察；根据工作需要及社会各
界反映，随时对中院机关、县（区）法院和
人民法庭进行审务督察。在督察的内容
上，从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廉
洁自律，执行审判纪律、工作纪律等，到
干警“八小时”外生活圈，共计十个方面
的内容，凡有可能影响法院、法官司法廉
洁的行为一律纳入督察视野。

审务督察工作自 2012年开展以来，
驻马店中院共督察51次，对18名审务违
规人员分别采取了提醒、劝阻、通报批评
和扣罚岗位津贴等处罚，对 9个业务部
门发出了督察建议书，责令有关单位整
改或说明6次。通过督察，干警作风纪律
明显增强，违纪违规现象逐年减少，2012
年下降31%，2013年下降33%。

违规违纪严查处

“感谢法院纪检部门的同志帮我们
主持了公道！”得知自己举报的法官被给
予行政记大过处分，自己的钱被追回，举
报人尤某按耐不住内心的兴奋，给驻马
店中院监察室写来感谢信，“原来想着官
官相护，没抱多大希望，没想到事真给解
决了。”

尤某举报的是某基层法院法官王
某，在办理一起民事纠纷案件时，王某私
自将尤某的当事人提供的一万元担保金
从银行取走，用于归还其个人借款。尤某

随后多次向该院领导反映，但因王某资
历老，举报问题迟迟得不到处理，举报人
强烈不满。问题反映到驻马店中院后，中
院纪检部门立即启动交叉联合办案机
制，从其他法院抽调办案人员，代表中院
组成专案组，很快查清了案情，使王某受
到行政记大过处分。

为防止案件查处中有“护短”问题，
驻马店中院采取案件异地交叉联办的方
法，即凡举报法院干警违法违纪，具有可
查性的，不再交由被举报单位查办，由中
院纪检部门组织协调其他法院查办。对
涉案人员多、预期工作量较大、案情复
杂、查处阻力大的案件，由中院根据情
况，组织中院有关人员和多个县（区）法
院纪检监察部门联合查办。交叉查办由
中院纪检组长审批，监察室主任组织实
施；联合查办由中院院长审批，纪检组长
组织实施。为推动这一制度有效实施，驻
马店中院先后制定出台了《案件交叉联
办制度》、《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异地交叉
办案制度的规定》，从案件线索筛选、办
案流程、被举报单位配合以及办案人员
职责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纳入年终绩
效考评，有效地克服了地方保护的干扰
和人情因素的影响，办案人员可以放开
手脚、深挖细查，提高了办案质量和效
率。

该项制度实施3年来，共办案35件，
追究违纪人员 9人，保持了对违法违纪
行为的高压态势，全市两级法院受处理
人数逐年减少，2012年下降42%,2013年
下降20%。

驻马店：筑牢廉政建设防线
本报记者 冀天福 本报通讯员 刘耀强 越 松 王 燕 李 建

“廉政工作做不好，整体工作就不可能做好”。近年来，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坚持教育、监督、查处并重，狠抓
反腐倡廉工作，有力地促进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各项工作。该院先后被市纪委评为廉政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廉政文化进机关示
范点，获得全省法院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多次受到市纪委等单位的肯定，多项工作在省高院介绍经验并推广。

去年4月18日，驻马店市驿城区人
民法院一号审判庭内座无虚席。平舆
县政府办公室机要员杨某某受贿、滥
用职权案正在这里公开审理。法院审
理查明，杨某某利用管理“平舆县人
民政府土地专用章”、“平舆县国土资
源局土地管理专用章”和“平舆县建
设局规划管理专用章”的职务便利，
采取私自加盖印章，为他人提供空白土
地使用证等手段，违规为他人办理 94
个土地使用证和4个土地规划证，收受
贿赂共计 8.9万元，造成国家土地出让
金流失69.2134万元。

整个庭审过程中，杨某某一直没抬
头。面对法院七年有期徒刑的判决，即
将退休的杨某某泪流满面，再三说，

“我很后悔”。 当日，法庭旁听席基本
坐满。“旁听者有 70 人是掌管公章

的。”据驿城区区委、区政府两办的工
作人员介绍，如此特殊的案件在全国也
不多见，在驿城区审理，更是一个难得
的受教育的机会，“区委、区政府要求
各局委掌管公章的人必须一个不落地前
去旁听”。

“小小公章千斤重。一上午的旁
听，终生受益！这样的庭审廉政教育课
堂让人现场受教育，很触动人的心
灵。”法庭当庭宣判后，一位掌管单位
公章的旁听者很是感慨。

这种教育方式就是“庭审廉政教育
课堂”，它是驿城区纪委、驿城区人民
法院在创新廉政教育方式方面推出的一
项新举措。主要教育模式为，党员干部

在旁听职务犯罪庭审后，主审法官现场
以案说法，结合案情对相关法律法理进
行详细解读；区纪委延伸廉政教育，开
展警示剖析，使反腐教育在庭审观摩的
基础上环环相扣步步延伸，进而达到

“被告人现身说法、法官就案点评、纪
委现场教育、党员干部现实感悟”的目
的。截至目前，驿城区法院结合本院审
理的有特殊教育意义的职务犯罪案件，
已开展庭审廉政教育活动4期，受教育
人员1000余人次。

廉政进庭审，教育“零距离”，参
加庭审廉政教育的党员干部对此无不给
予好评。庭审区财政局副局长张某时，
看到昔日意气风发的他带着手铐站在面

前，巨大的反差让张某的同事刘某颇多
感慨，“他那么年轻有为，都是因为一
个贪字，葬送了自己的前途。他的教
训，令人痛心，这要比看多少廉政书、
听多少讲座都要管用。”杨某某一案的
审判长刘志杰说，这样的教材选的好，
听者全程现场参与，用心体会，入脑入
心，达到了审理一案一片的效果，实现
了庭审效果的最大化。“廉政教育必须
警钟长鸣”，谈起庭审廉政教育课堂，
驿城区法院院长张娟表示，“法院有丰
富的教育资源，开一次庭，上一堂廉政
课，相信每个旁听者都多多少少会有触
动和收获。这样的廉政课，我们要长期
上下去。”

去年 11月 6日，当事人高某亲手接
到法院退还的1820元诉讼费时，激动不
已，连声说：“没想到，真没想到这点钱还
能退回来。”这是新蔡县人民法院开展退
费专项活动，树立法院廉洁公正形象的
一个缩影。

2013年，高某诉杨某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在法院强制执行阶段达成和解。由
于高某预交的 1820 元的诉讼费票据丢
失，高某抱着试试看想法向法院提出退
还诉讼费的请求。

新蔡法院院长张学富得知高某的情
况后立即安排专人将原诉讼、执行卷宗
调出，仔细查找原始票据存根，经过一个
上午的忙碌，终于为高某顺利办理了退
费手续。

近年来，由于退还诉讼费案件类型、

数目、金额越来越多，而退费程序较为复
杂，造成了部分费用退还不及时，当事人
对此反映较为强烈。针对这种情况，新蔡
法院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

“退还案件受理费专项活动”，通过规范
退费程序、减少退费环节、节省退费时
间，大大方便了当事人办理退费手续。
截至目前，共计退还诉讼费 17万余元，
所审结案件没有违规超标准收取诉讼
费、拒绝退费以及乱收费情形，赢得了当
事人的广泛好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果。

为巩固专项活动成果，新蔡法院党
组结合工作实际，建章立制，注重从制度

上进一步强化诉讼费管理，规定所有案
件的立案均由立案一庭统一受理，任何
庭室不得代收案件受理费。案件立案
时，首先由立案人员对立案材料进行审
查，符合立案条件后，开具人民法院诉讼
费缴费通知书，并告知本院诉讼费账号、
户名、开户行，当事人在收到缴费通知书
后七日内到县行政收费大厅缴费，待收
到当事人的银行缴费回单后再开具诉讼
费预收专用票据。若当事人符合诉讼费
减、缓、免交条件的，可申请减、缓、免交
诉讼费，由立案人员逐级报送分管副院
长审批。为方便当事人退费，新蔡法院
还采取了定时、定点、预约等多种措施简

化退费程序，定时退费是对院机关业务
庭审结的案件在送达裁判文书时，向符
合退诉讼费条件的当事人告知退诉讼费
的金额、时间和程序，让当事人明白如何
退诉讼费，并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新蔡法院的做法引起了上级法院的
重视，驻马店中院在全市推广了该院的
做法，在全市法院系统开展了“违规收费
专项治理活动”。“当事人的钱一分都不
能多收”，张学富在专项活动总结会上表
示，“退还的虽然仅为几十元、上百元的
诉讼费，看似一件小事，却体现了法律的
庄严，也是人民法院司法为民、公正廉洁
的真实体现。”

驿城：“庭审廉政教育课堂”触心灵

新蔡：“当事人的钱一分都不能多收”

法院经常邀请专家对干警进行司法廉洁教育讲座。 刘耀强 摄

法院组织干警参观警示教育展，接受传统教育。 越 松 摄

法院经常组织干警参观警示教育室。 李 建 摄

法院召开廉政警示教育大会，警钟长鸣。 王 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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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源物产（深圳）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BOWER HILA⁃
RY ST JOHN与你物权确认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4） 深南法执字第 1205号执行令。执行令载明：责
令你自本讼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作出
的(2012） 深南法民三初字第 57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1.
协助申请执行人 BOWER HILARY ST JOHN 将深圳市南山
区蛇口海滨东路以南、望海路北蓝漪花园 1 号楼 B 座漪涟阁
13D 房的所有权登记至申请执行人 BOWER HILARY ST
JOHN 名下。2.支付本案执行费人民币 500 元。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 [广东]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固安县辛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辛建辉：本院受理王庆洲
申请执行固安县辛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辛建辉（2010）固民
初字第1790号民事判决书一案，因你们未按执行通知书履行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我院决定对你的固安县辛兴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现有财产厂房 62间，房屋所有权证号：廊字第 12322号；
被执行人辛建辉所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固字国有
（1999） 字第 900010号登记使用权人：河北省固安县东方综合
化工厂进行评估、拍卖。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次日上午9时
到本院司法技术室随机选择评估、拍卖机构，逾期视为放弃相
应权利，本院将依法委托，并对该财产进行评估、拍卖。

[河北]固安县人民法院
我院执行的杨新社与被执行人杨峰云、赵英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于2014年5月9日作出（2014）柏执字第32-1号民事
裁定书对赵英芬位于邢台市桥西区滨江路东侧，中华大街南侧
河北丰基投资有限公司酒店 09层 0927号房产予以查封，查封
期限为两年。 [河北]柏乡县人民法院

我院执行的杨新社与被执行人杨峰云、赵英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于2014年5月9日作出（2014）柏执字第32号民事裁
定书对赵英芬位于邢台市桥西区中召马村河北邢台光路工程有
限公司院内14号楼1号房已予查封。查封期限为两年。

[河北]柏乡县人民法院
盐城冠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南

京办事处依据本院（2012）盐商初字第0034号民事判决书，申
请执行你公司借款纠纷一案，2013年 2月 5日本案立案执行。
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2013） 盐执字第 0063号民
事裁定书、盐恒房地估字第 2014-ZS-01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你公司所有的盐城开发区温馨花园8幢112室、9幢07室、9幢
08室评估总价为 2596.4万元。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有异议，可在送达后10日内
向本院提出。逾期估价报告生效，生效后本院将依法进入拍卖
程序。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郭亚男：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锦州银发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与你典当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执行，经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技术处公开摇号，由辽宁天衡房地产与土地评估有限公司进行
评估，现决定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第五日上午9时进行现场评
估（遇节假日顺延）望你方准时到场，如逾期不到场则视为放
弃权利。 [辽宁]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

北京海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通辽天蒙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依据发生法律效力的（2011）通民初字第88号民
事判决书申请执行你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2014）通法执字第14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公司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振江：本院受理金晟申请执行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榆执一字第 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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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

张保平：本院受理申请人訾艳霞申请执行张保平、呼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神执字第
015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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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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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神木县人民法院
张保平：本院受理申请人訾艳霞申请执行张保平、呼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依法委托神木县价格认证中心对被执行
人张保平所有的陕KUX899“奥迪A6”小型汽车进行评估，已
作出神价鉴字 （2014） 第 140号价格鉴定结论书。自发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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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神木县人民法院

莫怀友、彭伟、万维华、莫莉：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的 （2013） 金牛民初字第 3514号民事判决书于 2014年 5月 7
日立案受理周俊吉申请执行你们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 （2014） 金牛执字第 997 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三朗恩波：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金牛民
初字第 114号民事判决书于 2014年 5月 5日立案受理张权申请
执行你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 金牛执字第
985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皇甫顺生：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国营陆良华侨农场申请

执行你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 （共 3件案件），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 （2014） 陆执字第 7 号、第 8 号，第 9 号执行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在公告期满
后 3 日内履行偿还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委托曲
靖福海司法鉴定所对你所有的建在国营陆良华侨农场三分场
的冷库及附属设施进行价格评估并依法拍卖。

[云南]陆良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富诚佳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丧失转账支票一
张，于 2014年 5月 15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丧失时间为2014年5月13日，票据记
载 ： 出 票 日 期 为 2014 年 6 月 7 日 ， 票 面 号 码 为 40201130
15777858，金额为 1 002 969.6元，出票人为北京富诚佳信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北京神州数码有限公司。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若无人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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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本草方源药业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丢失，该票
据记载：票号12886679、票面金额73 770元、出票人北京市朝
阳区第三医院、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签发日期为
2014年 5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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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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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六盘水市宏图商贸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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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 30900053/25729589、出票人为永煤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收款人河南省正龙煤业有限公司，金额为5万元，付
款行兴业银行郑州分行，出票日期 2013年 5月 9日，到期日期
2013年 11月 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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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北欧克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票号30300051 21877735，票面金额10000元，出票人
扬州制药有限公司，收款人扬州联澳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出票
日期2014年1月10日，出票行中国光大银行扬州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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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技天电子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票号 31300051 30325771，票面金额 200000元，出票人江
苏宝杰隆羽绒制品有限公司，收款人宝应县金荣羽绒厂，出
票日期 2014 年 1 月 2 日，出票行南京银行扬州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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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扬州品春食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票号30800053 93743136，票面金额50000元，出票人扬州品春
食品有限公司，收款人扬州市广陵区锦平百货批发产，出票日
期2013年11月7日，出票行招行扬州开发区科技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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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宏伟再生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南昌农

村商业银行洪大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 1 张。出票日期：
2014年 2月 10日，汇票号码为:4020005124925597，票面金额：
20万元，出票人：江西家电市场美达家电批发部，收款人：江
西省奇帅实业有限公司。2014年 5月 6日，申请人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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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昆山汝城电子有限公司持有的南昌农村商业银行洪
都 支 行 签 发 的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1 张 ， 汇 票 号 码
4020005124929459，票面金额为壹拾万元整，出票人为江西升
宇物资利用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南昌宏贸物资利用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 2014年 1月 2日。现昆山汝城电子有限公司作为持票
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已受理，现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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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因丢失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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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汇票编号为：31300051/25914587，出票日期
2013年4月22日，出票人袁州区城北三雄车行，收款人广东大
冶摩托车技术有限公司，票据金额柒拾肆万元整，付款行赣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分行。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
人向本院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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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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