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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抓作风 提精神 树公信
本报记者 曾 妍 本报通讯员 常 研 王 嘉 张 蕾 胡四清 袁硕望

“未来五年，我们将在已经取得的成绩和荣誉的基础上，全面打造全国一流法院。”2012年12月29日，在湖南省岳阳市
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彭世理向全市人民描绘了一张深化发展的蓝图。

近年来，岳阳法院以提高司法公信为核心，以强基固本为着力点，深化司法改革，弘扬司法民主，推进司法公开，
坚持司法为民，维护司法公正，抓作风，提精神，树公信，塑造了良好的司法形象。据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管理综合
治理民意调查测评数据显示，岳阳中院得分居全市政法系统第一，君山区人民法院在全省125个基层法院中得分名
列第一。

君山：
小法院的大能量

华容：
“硬”字撑起新形象

岳阳中院：不断更新的司法为民“微故事”

君山区法院巡回法庭开进钱粮湖。 张 蕾 摄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不推、不拖、不躲”、“案结事
了就是硬道理”。 走进华容县人
民法院执行局办公室，除了一面
面锦旗和镜匾，最引人瞩目的就
是墙上的这三句话。“这是对办
案人员的要求，做到了这三句
话，就做到了‘自身硬’。”华容
县法院执行局局长张学睿说。

陈某与季某是邻居。去年 3
月，季某应陈某之邀驾驶客车帮
陈某牵引损坏在路上的摩托车，
牵引过程中因摩托车倒地，造成
陈某二级伤残。陈某诉至法院要
求赔偿。

法院审理后判决季某赔偿陈
某 28 万余元。在执行过程中，
季某认为自己是好心帮忙，却要
赔付巨款，想不通，不配合执
行。

考虑到季某与陈某的特殊关
系，执行法官先后 12 次上门做
工作，组织双方调解。季某终于
同意支付赔偿款。

一年多来，华容法院所结执
行案件中，执行和解、被执行人
自动履行的案件达60%以上。

“案子要消化，措施要硬
化。”华容法院院长郑军自信地
说。去年以来，该院坚持队伍建
设与创新管理、常规执行与专项
执行、穷尽措施与执行救助、攻
坚克难与联动执行、强制执行与
注重和解等五个结合，在执行中
实施查询、冻结、划拨银行存款
500 余人次，划拨存款达 10341
万元，向媒体曝光拒不履行者名
单 2 次 10 人，依法拘留 72 人
次，罚款 138人次，依法判处拒
不执行法院判决案2案3人。

李小玲申请执行谢某、肖某
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案，执行中因被执行人变更身份
信息，隐匿行踪，躲避执行，导
致执行未果。法院将该案移送县
公安局侦查。肖某慑于法律威严
投案自首，两被执行人履行了本
息共计 28 万元。同时依法对谢
某、肖某判处了相应的刑罚。

2013 年以来，该院共受理
执 行 案 件 1480 件 ， 执 结 1412
件，执结率达 95.4%，执结标的
额达 3.1亿元。在岳阳中院的综
合考评中，该院执行工作排名全
市第一，执行局被华容县委评为
全县“十佳基层政法单位”。

“法院执行工作措施得力，
有效维护了法律尊严，树立了法
院良好形象。”华容县人大常委
会主任胡秋香充分肯定该院执行
工作。

今年1月29日，除夕前一天。
6岁的鹏鹏伸长了脖子在岳阳市儿

童福利院门口等待着岳阳中院的法官阿
姨们。下午 2 点，法官阿姨们如约而
至，小鹏鹏冻得通红的脸上扬起了笑
容，甜甜地叫了声“阿姨”。

鹏鹏3岁时被送进福利院。父亲因

犯故意杀人罪3年前入狱，今年年前被
执行死刑，母亲因犯包庇罪被羁押。

父母在年幼的鹏鹏心里没有留下太
深刻的印象，可小鹏鹏却记住了那位一
路护送自己见爸爸妈妈并不住安慰自己
的法官阿姨汤洪清。

福利院里，鹏鹏乖巧地依偎在汤阿

姨的怀里，旁边的坐凳上摆满了衣服、
书包、学习用品和各种零食。

临走，汤洪清反复叮嘱鹏鹏的老师：
“要平等地对待孩子，多给孩子进行心理
疏导，引导孩子积极向上地生活。”

岳阳中院的刑事审判注重理性的成
熟与人性的关怀相结合，给被告人人格

平等与尊重，给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
温暖与关爱。

谈及为孩子们设立的帮扶机制，
岳阳中院副院长袁小文说：“这么做
不仅是为了孩子，也是希望借此稳定
服刑人员的思想情绪，让他们能够安
心改造。”

今年6月30日一大早，几名农
民给君山区人民法院送来了锦旗。

当地养殖户谢大爷将 128头
牛卖给牛贩子，牛贩子拉了牛仅
付了部分钱款就没了踪影。慌了
神的谢大爷来到君山法院。

法官立即帮他申请诉前财产
保全，并迅速启动保全程序查找
牛贩子的财产线索。当天下午 4
点，法官就在银行对牛贩子的财
产采取诉前财产保全，谢大爷的
卖牛款有了保障。案件办结后，
谢大爷送来了锦旗：“多亏法院帮
忙，让我能睡个安稳觉了！”

如果说每面锦旗背后都有
一个动人的故事，君山法院至少
有上百个这样的故事。鲜红的
锦旗收藏在院荣誉室里，与近百
项全国、省、市、区各级荣誉奖
牌、证书一同诉说着这个成立仅
17 年，干警 50 余人的“小法院”
的峥嵘岁月。

“我们有三个核心，制度为管
理的核心，提生气；为民是司法的
核心，接地气；班子为队建的核
心，清风气。”院长付小勇如是说。

君山法院坚持用制度管人，
根据各个岗位和环节的目标任务
的工作特点，先后制定完善了《领
导班子及其成员党风廉政建设职
责》、《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双百
分考评实施办法》、《执行工作制
度》等，使各项工作、每个岗位都
有章可循。

2013年11月开始，该院大胆
打破庭室壁垒，进行审判资源最
优化的探索改革。在对外仍然保
留现有庭室设置的基础上，对内
实行法官统一管理，组成多个合
议庭，形成“大审判庭室”格局。

大半年时间过去了，审判资
源利用率得到较大提升。行政庭
法官刘志平说：“以前庭室之间存
在忙闲不均的情况，现在实行案
件分流，大家干劲都很足，你追我
赶。”

君山法院按照“全员参与、全
面覆盖”工作模式，9名班子成员
带领分管庭室干警，分别联点辖
区内 6 镇 1 办 2 场，开展定期走
访、带案下访、联点结对等工作，
真正把工作做到基层、做到农户。

今年上半年，该院共计出动
法制宣传巡逻车辆 200 多台次，
派出干警 570 余人次，走访群众
2000余户，巡回法庭办案225件，
依法妥善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221
起，在集镇设立便民诉讼服务点
近 100 个，为数千名群众提供法
律咨询，发放《诉讼服务承诺书》、

《法官便民联系卡》2万余份。

岳阳中院在汨罗市桃林寺镇公开开庭审理一起缓刑人员减刑案件。 常 研 摄

今年7月3日，许氏裁缝店。
听说店主许宏的儿子身患罕见的血

友病，岳阳中院的干警们来到裁缝店送
上生活物资以及一张爱心联系卡，“有
什么事，尽管来找我们。我们随叫随
到。”

同一天，老党员尹宣德家。
尹老已经 80 岁高龄，子女都在外

工作，退休后便与老伴空巢在家。干警
们此行的目的是陪老人聊天。

一次温馨的拜访，给尹宣德老两口

的晚年生活带来了别样的快乐和慰藉。
还是同一天，吴某家。
吴某曾因一起故意伤害案被判处有

期徒刑十五年，2010 年刑满释放后一
直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干警们得知此事后登门给吴某上了
堂法制教育课。“我们为你提供法律帮
助，比给你送一袋米、两壶油更有意
义。希望你能跟我们结起对子，把自己
的路走好。”岳阳中院工会主席田光辉
鼓励吴某重新树立生活信念。

7月 3日，是岳阳中院在岳阳螺丝
港社区开展“我为群众当义工”活动的
日子。这一天，该院派出了两支小分
队，与16户社区居民结对成功。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让不同的群众
享受不同的服务，实现需求的“私人订
制”。岳阳中院坚持以“平安岳阳”建
设为载体，深入走访人民群众，倾听群
众意见、理顺群众情绪，记民情日记、
建民情台账，持久深入地开展了一系列
的便民利民活动。

今年，该院共走访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和基层群众近 2000 余名，走
访单位、企业、基层组织 20 多家，
不定期为企事业单位进行“法律体
检”。还与监狱、社区矫正机构合力
编织矫正帮扶网络，向社会各界寄送

《班子作风建设情况征求意见表》和
《机关党员干部作风建设情况征求意
见表》 1000 份，广泛收集问题建议
579条，并制定了相应的落实整改方
案。

今年4月10日下午3时，在岳阳县
杨林乡谷太村的一个养鸡场内，三张木
桌、一张茶几和几条板凳简单拼成了审
判台。环境虽然简陋，但是庭审现场井
然有序。一起缔约过失责任纠纷即将开
庭。

2009 年，岳阳一家大型农业公司
面向农村市场推出“公司+农户”的肉
鸡委托饲养项目，由农户建盖鸡舍，负
责饲养、管理，公司免费提供鸡苗、饲

料、药物和技术指导，并回收出栏肉
鸡。

该公司承诺“长期合作、承担风险
小、收益稳定”，万某因此筹措 130 余
万元“量身定制”了养鸡场，并签订了
合作养鸡合同。但是，合同期却只有短
短的一年。

到了第二年，该公司以畜禽业务已
剥离至集团新设的农牧公司为由，单方
面要求变更合同签约主体。

新接手的公司实力怎样？信誉度如
何？万某心里没底：“我是出于对这家
公司的信任才投资养鸡的。刚刚做一
年，收入才6万多元，他们就要求换合
作公司，这怎么行。”万某拒绝与新公
司签约，双方发生纠纷。

经过岳阳县法院一审后，被告方上
诉。此次历经 3个多小时的法庭调查、
法庭辩论等程序，岳阳中院当庭宣判：
农业公司赔偿万某各项损失 85万元。

听到法官宣布万某胜诉，赶来
听庭的村民们情不自禁地鼓起了
掌：“法官们这么大老远来上门开
庭，而且快审快结，当庭就有了判
决结果！”

今年以来，岳阳中院共到企业、
街道、社区、联点村开展巡回审判、
上门调解等活动 36 次，化解信访老
案难案5件，深入街道、社区、扶贫
联系点开展普法维权活动4次。

故事一：小鹏鹏和他的法官阿姨们

故事二：村民们为判决结果鼓掌

故事三：党员群众结对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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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根据安乡县电力开发公司的申请于2014年7月25日裁定受
理安乡县电力开发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湖南天平正大
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常德分所为安乡县电力开发公司管理人。安
乡县电力开发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4年9月20日前，向安乡县电力
开发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安乡县深柳镇潺陵社区下东门新街022
号；联系人：章忠；联系电话：13975603165）申报债权。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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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产生的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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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乡县电力开
发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安乡县电力开发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4年9月25日9时在本院第一审
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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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安乡县人民法院

因抚州第二棉纺织厂无破产财产可供分配，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
本院于 2013年 12月 30日裁定终结抚州第二棉纺织厂的破产清
算程序。 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江苏省第一建筑安装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4
年3月10日裁定受理美德科技（宿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4年4月22日指定江苏大楚律师事务所为美德科技（宿
迁）有限公司管理人。美德科技（宿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
自2014年7月22日前，向美德科技（宿迁）有限公司管理人江苏
大楚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江苏省宿迁市洪泽湖路49号气象局
三楼，邮政编码223800，电话：0527-80801000；1390524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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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美德科技（宿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美德科技（宿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本院定于2014年8月22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召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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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或律师事务所的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兖矿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4年6月30日裁

定受理兖矿峄山化工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兖矿峄
山化工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为管理人。兖矿峄山化工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自2015年10月10日前，向兖矿峄山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通
信地址：山东省邹城市峄化路2689号兖矿峄山化工有限公司招待所
二楼204室；邮政编码：273500；联系电话：0537-51169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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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产生的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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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矿峄山化工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4年10月17日上午9时30分
在邹城市人民法院第七审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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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山东]邹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山东省航天发泡剂总厂破产清算一案，破产债权
已登记确认并对破产债权财产变现分配完毕，根据其管理人的
申请，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四十三条之规
定，本院于 2014年 1月 6日裁定终结山东省航天发泡剂总厂破
产程序。 [山东]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文登三益（3E）磁电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清
算，文登三益（3E）磁电有限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
根据其管理人的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
十三条之规定，本院于2011年11月20日裁定终结文登三益（3E）
磁电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山东]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文登市刃具厂破产清算一案，经清算，文登市刃
具厂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根据其管理人的申请，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四十三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1年11月18日裁定终结文登市刃具厂破产程序。

[山东]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
因太原市地方建筑材料总厂管理人于2011年10月24日向本院

提出申请，称该厂在偿付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可供分配的财
产价值为零，提请本院终结破产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
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11年4月6日裁定终结太原市地方建筑材
料总厂管理人破产清算程序。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彭星莹申请宣告方和平死亡一案，经查：方和平，
男，1956年7月21日生，汉族，籍贯安徽省金寨县人，原住安徽省
六安市金寨县五交化仓库，挂户于安徽省金寨县梅山镇潭湾社区纸
厂组，公民身份号码342426195607210011，于1998年离家出走，
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满16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
年。希望方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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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金寨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永生、王明轩申请宣告陈正美失踪一案，经查:陈
正美，女，198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原籍湖北省保康县过渡
湾镇二堂村一组，现住黄梅县柳林乡塔畈村五组，身份证号码：
420626198810010528。陈正美于2012年5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
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陈正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
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月。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决。 [湖北]黄梅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黄家志申请宣告黄家玉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黄家玉，男，1948 年 2 月 15 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
220402194802150830，于 2009年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黄家玉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吉林]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孙继伟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孙庆阁公民死亡一

案，经查：孙庆阁，男，1932年3月3日出生，汉族，籍贯为辽宁
省凌海市，户籍所在地为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彩塔街36-5号1-
2-2，身份证号210102193203035651。孙庆阁于1993年10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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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庆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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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清华申请宣告张海尧死亡一案，经查：张海尧，
男 ， 1955 年 3 月 13 日 出 生 ， 汉 族 ， 身 份 证 号 码
370302195503130516，户籍地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淄城路437号，
经淄博市公安局周村分局王村派出所证明其于2009年6月因患有精
神病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
希望张海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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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刘磊申请宣告李楠死亡一案，经查：李
楠，女，身份证号：370322198609236748，汉族，高青县人，
职工，原住高青县齐林家园19号楼，于2012年7月1日发生意
外事故，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
希望李楠本人或知其下落的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
院将依法判决。 [山东]高青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邓荣运申请宣告邓荣节失踪一案，经查，邓荣
节，男，1963年5月6日出生，身份证号为370421196305063219，汉
族，原住滕州市滨湖镇后纸坊村，于2009年夏天离家出走，至今下落
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邓荣节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
起于本院联系。公告期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山东]滕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贾慧霞申请宣告尹力兵死亡一案，经查尹力兵，

男，1958年3月30日出生，汉族，籍贯，北京市西城区罗贤胡
同 6号，住德州市德城区解放南路 313号 14号楼 4号。于 2001
年9月30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尹力兵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山东]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青松申请谭玉英宣告失踪一案，经查明：谭玉
英，女，1975 年 1 月 14 日生，汉族，住乐陵市寨头堡乡东杜

村。身份证号 371481197501147542。谭玉英于 2008年 6月离家
出走，下落不明已满二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
月。希望谭玉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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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谭玉英失踪。

[山东]乐陵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明桂申请宣告王忠杰失踪一案，经查：王忠杰，

男，1985年4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巨野县田桥镇
邬南行政村邬南623号，身份证号：372926198504221419，系申
请人之子。于2010年2月外出打工，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王明桂本人或知其下落的利害关
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王明桂失
踪。 [山东]巨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权秀芳申请宣告周幼堂死亡一案，经查：周幼
堂，男，汉族，1965年7月13日出生，原住成都市金牛区营门
口乡黄忠村5队67号，于2009年6月16日下落不明。现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周幼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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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本院依法受理申请人王新和、杨友芬、王龙申请宣告被申

请人王国海宣告死亡一案，经查：王国海，男，汉族。生于
1966年 4月 10日，户籍所在地沙湾县凯旋路 36-3-451号，于
1998年4月24日外出，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公
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新疆]沙湾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杨德兵申请宣告杨雪英失踪一案，于2014年3月
17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4年 6月 23日依
法作出 （2014） 南民特字第 2号判决书，宣告杨雪英失踪。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 [江西]南昌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丁宝政申请宣告李冬梅失踪一案，于2014
年4月16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2014年7月24
日依法作出 （2014） 肥民特字第 8 号判决书，宣告李冬梅失
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山东]肥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秀萍申请宣告王洪兵死亡一案，于2013年7月
23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4年 7月 24日依
法作出 （2013） 莲民特字第 1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王洪兵死
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山东]五莲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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