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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一枝一叶 总关群众
本报记者 闫继勇 本报通讯员 马瑛杰 任志华 丁孝军 陈 勇 卢 栋

昌邑：
法官“牵手”社区助和谐

临朐：
借助社会力量化解纠纷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清代文人郑板桥在潍县（即潍坊
市）写下的关心民生疾苦的诗句。在潍坊这片充满活力的沃土上，山东省潍坊市两级法院在确定今年为“审判质效
提升年”的同时，坚持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审判质效提升年”活动有机结合，通过点点滴滴的司法为民
举措，拉近了法官与群众的感情，奏响了一曲曲司法为民的新乐章。

记者在昌邑市采访中了解
到，如今在昌邑市的 85 个社区，

“有矛盾有问题找法官”成了居民的
共识。在这里，每月15日都会有法
官走进社区楼院，排查化解矛盾，解
答法律咨询，指导人民调解。

记者与昌邑市人民法院立案
二庭刘贞民庭长在东店社区走访
时，碰到了社区的李大姐。提起自
己丈夫身上的烧伤能够痊愈，李
大姐至今充满感激：“幸亏刘法官
帮我奔走调解，我丈夫的的医疗费
才有了着落！”原来，去年8月份，
东店社区的王某到地下室推自行
车，却不想被泄漏的天然气烧伤致
残，到医院一检查，光治疗费就得
30多万元，这可难坏了家境本就不
宽裕的李大姐。为此，居委会也为
李大姐找到了相关责任单位，并组
织双方多次调解，但一直协商不
成。李大姐情绪也十分激动，嚷嚷
着要到法院起诉，双方矛盾有了
激化苗头。

这件事很快就让驻该社区的
法官刘贞民知道了。刘法官了解
情况后，会同社区调解员开始做
责任单位的工作。见责任单位负
责人情绪有些抵触，刘法官情法
并用，又是拉家常，又是讲法律，
反复说服教育。两天后，责任单位
主动把 60 余万元的赔偿款送到
了李大姐手中。这个棘手的纠纷
就这样解决了！

法官“牵手”社区，深深扎根
于群众之中，姓名、职务、电话、照
片制作成民情联系卡发放到社区、
村庄，有了这张卡片，每个社区居民
需要进行法律咨询直接可以找到
法官。“现在法官就在我们身边，有
什么法律问题再也不用跑冤枉路
了。”卜庄社区居民陆某接过法官递
过来的“民情联系卡”感慨万千。目
前，该院共发放联系卡5630张，发
放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典
型案例汇编200余册，受到群众及
社区工作人员的普遍好评。

一年来，昌邑法院推行法官
联系社区全覆盖机制，把简易法
庭放到了社区，“坐堂问案”变为
和风细雨式的调解说服，500多
件纠纷悄然在社区得到化解，群
众满意率达98%，确保了“小事不
出村居，矛盾就地解决”。

临朐法院法官与当地电视台《新闻女生》栏目记者走村入户，共同做当事人调
解工作。 陈 勇 摄

禁渔时节潍坊中院法官深入码头送法。
谢啸林 摄

“一条短信”：让群众感受到
公正就在身边

“李明：您与李丽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我院已受理，请您对我们的审判工
作进行监督并提出意见和建议。”5月9
日上午，在潍坊中院诉讼服务大厅，当
事人李明在办理完立案手续后，很快就
收到了该院这么一条诉讼提示短信。

“心里跟明镜似的，再也不用为案
件进展操心了。”李明告诉记者，以前
从立案、审理到执行，需要经常跑到法
院去打听案件进展情况，如今有了案件
短信提醒，心里踏实多了。

记者了解到，以往案件到了法院，
当事人往往急于了解有关案件信息，但
因联络渠道不畅，多费很多周折，并容
易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潍坊中院坚持
当事人的呼声就是导向，针对当事人反
映的问题，在开展“审判质效提升年”
活动中，决定从今年1月份开始，建立
开通司法公开短信服务平台，及时把立
案、送达、开庭、庭审、执行、鉴定等
各个关键节点的信息，通过短信形式发
送给当事人，以便让当事人明明白白地
打官司。

“司法公开短信服务平台是我院建
立的众多司法惠民、便民举措之一。”
潍坊中院诉讼服务大厅负责立案的高法
官说，该平台的建立，可以让当事人第
一时间获知案件进展情况。

据了解，截至目前，潍坊两级法院
均建立了司法公开短信服务平台。现
在，当事人足不出户就能掌握案件进
度。

记者从潍坊中院信息技术处获悉，
今年以来，仅该院就发送了关于立案、

庭审、执行等各个节点的司法短信
1700 余条。对此，许多当事人反映，

“一条短信”服务让他们真真切切地感
受到法院司法作风的新变化，对司法的
满意度也大大提升了。

“专项执行”：让群众的实际
问题得到解决

“执行难”问题一直困扰着人民法
院工作。据了解，去年 12 月以来，潍
坊两级法院坚持把涉民生案件专项集中
执行活动作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的生动课堂，通过将一件件涉民
生执行积案执结，将一笔笔执行款送到
权利人手中，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当事人
的一致称赞。

“在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活动中，
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经常面对一些故意通
过种种方式逃避执行的被执行人。”潍
坊中院执行二庭庭长李欣红说，对这些

“老赖”，全市两级法院灵活运用执行技
巧，在依法穷尽各种强制执行措施的同
时，也注重执行技巧的运用，收到了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良好执行效果。
李欣红告诉记者这样一起比较棘手

的执行案件。在 2011 年的一起交通事
故中，赵某驾驶一辆载货摩托车与骑自
行车的门某相撞，致使门某严重受伤。
门某出院后，将赵某及其保险公司起诉
至法院，法院依法判决赵某承担2万余
元赔偿款。 判决生效后，赵某故意一
再推脱，拒不赔偿。无奈之下，门某只
好向法院申请执行。然而，被执行人赵
某态度非常强硬，表示自己一分钱也拿
不出来。

执行法官在给赵某做思想工作时，
无意中听到赵某说自己是上门女婿，家

里的事都是岳母做主。执行法官灵机一
动，想到可以联系赵某的岳母进行劝
说，便马上给其岳母打了电话。在得知
赵某拒不履行判决书规定的义务将被拘
留后，其岳母表示马上到庭处理。赵某
见岳母来了，顿时没了脾气，在岳母的
询问下，说出了自己还有一万多元的存
款；其岳母也表示愿意补齐剩余赔偿
款，请求法院不要拘留赵某。就这样，
一起本来快要走到“死胡同”的案子顺
利执结。

今年以来，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活
动作为潍坊法院开展“审判质效提升
年”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取得了显著
效果。据统计，截至目前，潍坊两级法
院共执结各类涉民生案件175件，执结
到位标的额 850.5万元，为弱势群体撑
起了一片蓝天。

“开门纳谏”：让群众对司法
更加满意

法官作风是不是严谨？请当事人来
评议；工作做得到不到位？由群众说了
算；办案程序规不规范？摊在阳光下来
检验。

据潍坊中院政治部副主任王夕瑞介
绍说，今年以来，潍坊两级法院在深入
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坚持正视问题，打开门、朝下看，向群
众问诊，请群众把脉，通过“开门纳
谏”，力求把“四风”问题找准、找
实、找具体。

“没想到案子都判了，法官们还这
么认真地来村里了解我们的意见和想
法，帮我们组织调解，让我很受感
动。”家住在青州庙子镇大山里的当事
人王某与赵某因交通事故产生纠纷，他

说，上个月法院刚下了判决，没想到
法官为了他这么点小事又来到村里回
访，这让他十分感动。

今年3月上旬，潍坊中院组织开
展了“百案回访”活动，对案件采取
随机抽取案号的方式选择，回访方式
为一般案件电话回访、重点案件上门
访、疑难案件专题访等，共回访案件
172 件，回访案件当事人 323 人，通
过回访有效解决了审判执行工作存在
的“四风”问题，受到了当事人的一
致称赞。

据记者了解，“百案回访”是该
院组织开展“下基层、接地气、听意
见”活动的众多举措之一。今年以
来，潍坊两级法院紧紧围绕解决“四
风”问题，积极组织开展了“下基
层、接地气、听意见”活动，以潍坊
中院院长姜树政为首的班子成员分别
到基层、赴一线，征求群众意见，解
决群众诉求，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了司
法的人文关怀。

“法院工作好不好，关键是看群
众满意不满意。”王夕瑞说，为了更
好地做到听民声、集民意、解民难，
让群众真正监督法院工作，潍坊中院
从去年 10月份就专门聘请了 50名来
自社会各行各业的特约监督员，由他
们代表社会各界和群众对法院工作进
行全方位监督，积极为法院科学发展
建言献策。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
情。潍坊两级法院在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中，以“审判质效提升
年”活动为抓手，注重“接地气、做
小事”，带动审判工作步入良性循
环，真正做到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地处沂蒙山区的临朐县人民
法院，创新群众工作方法，真切
为群众办实事、解民忧、促和
谐。围绕为群众解决婚姻家庭、
宅基地等百姓的身边事、实在
事，该院与临朐县广播影视中心

《新闻女生》栏目组合作，搭建对
接平台，联合化解纠纷，并积极
争取司法、公安、基层政府、村
组织、人民调解组织等多元主体
参与，携手构建起“2+X”传统
型民事纠纷化解机制，专门走出
了一条化解群众身边纠纷的新路
子，被潍坊市群工委评为全市

“群众工作优秀项目”。
2010 年，该院营子法庭在接

到一起赡养纠纷后，将案件线索
提供给 《新闻女生》 栏目组，并
会同栏目组工作人员进村入户，
现场调查取证，积极做当事人的
调解劝和工作，同步录音录像。
面对记者的镜头，当事人最终达
成协议，获得圆满解决。电视台
制作播出了 《父子俩的争执》 这
期节目，再现事情的来龙去脉，
法官在节目中以案讲法，产生了
很好的教育、引导和示范效果。
这起纠纷的成功化解，成为了该
院与栏目组合作的起始。

针对家庭家族纠纷，主要采
取亲情感动化解法，深入发掘矛
盾产生的根源，有的放矢地化解
消除。如 《我家要盖偏房》 中，
影响两家 23年的通行难题，当地
政府和村委积极参与，在解决当
事人宅基地问题后，得以成功化
解。而另一起相邻排水纠纷中，
在法官、栏目组人员和乡亲们的
见证下，经过一天的紧张施工改
造，彻底化解了纠缠两家 3 年的
矛盾，他们高兴地鸣放鞭炮庆贺。

工作中，该院有专门机构负责
与《新闻女生》栏目组对接，及时分
流纠纷；栏目组也可以主动与法院
联系，及时取得法院支持；视纠纷
具体情况，积极争取其他主体参与
化解纠纷。对典型案例，电视台制
作、播出相关节目，充分发挥了宣
传引导作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显著。近年来，该院传统型民事纠
纷立案数量持续下降，特别是赡养
纠纷，从 2010 年以前的每年近 20
件，下降到现在的每年不超过3件。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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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秀燕、邱才远、王蓓蕾、上海匡福实业有限公司、上海
季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武宁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现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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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1
日上午 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吴江李氏纺织品有限公司、李雪明：本院受理吴江市涂克
纺织后整理有限公司诉你们加工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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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 在本院盛泽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张健、陆丽琴、顾静芝：本院受理原告太仓市海通农村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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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九时三十分 （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太仓市人民法院

江苏龙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福海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周建国、王梅：本院受理江苏张家港渝农商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黄建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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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等相
关法律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张家港保税区勇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福海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江苏龙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周建国、王

梅、张金勇：本院受理江苏张家港渝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们、黄建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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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材料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黄学军、赵新兰、张家港锦鑫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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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陈建平、顾青惠、薛春峰、樊洪：本院受理江苏张家港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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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9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张家港保税区晋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八中贤、华伟达集

团有限公司、邬品华、卢进娣：本院受理张家港市国泰农村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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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许斌：本院受理周涛诉你、南京凯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洁办案告知
书、证据材料副本、管辖权异议申请书副本、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天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市世达建设有限公司、无锡

市天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锡东诚国贸有限公司、赵建
忠、安凤珍：本院受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支行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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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14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无锡天诚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无锡市世达建设有限公

司、无锡市天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锡东诚国贸有限公
司、赵建忠、安凤珍、赵丹、安伟、张振英、天诚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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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15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无锡兴本钢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无锡联银投资担保有限
公司、无锡市宝丰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郑兴旺、陈健华、陈
宣安、蔡凤英：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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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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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付娟申请宣告熊炎（又名熊焰） 失踪一案，经
查，熊炎，男，1971年6月19日生，汉族，西安市未央区贾家
滩村村民，公民身份证号码 610112197106191519。于 2008年 3
月18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熊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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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决。

[陕西]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杜志刚申请宣告杜林枫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杜林枫于2013年7月10日起，因意外下落不明，经都江堰市
公安局中兴派出所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杜林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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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伊春市金诺医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伊春市国税局申请执
行伊春市金诺医药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决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4）伊行非审字第2号行政裁定书、（2014）伊执非字
第2号执行通知书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在公告期满10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
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吴勇：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艾方池与被执行人吴勇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申请人提出申请，要求对被执行人吴勇名下的
坐落于武汉市硚口区硚口公园 3号楼 9层 1号房屋进行公开拍
卖。现向被执行人吴勇公告送达通知，自本公告之日起 15日
内，到本院领取参加摇号选定拍卖机构的通知，逾期不到则视
为放弃，本院根据摇号结果确定拍卖机构。由此产生的法律后
果，由当事人自行承担。拍卖机构确定后。各次拍卖会现场的
时间、地点详见《长江日报》刊登的拍卖公告。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无锡市长城大酒店有限公司、庄明、周艳丰、华伟、龚俊

涛：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申请执行
（2013） 锡商初字第 0170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选择机构通知
书、评估报告、拍卖通知书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应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主动联系本院领取相关法律文书。
本院将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评估、拍卖等强制执行措
施。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领取提存款通知书 贠虹、刘春西、郑全琦、陈小珍：
厦门丰创投资有限公司已将支付给你们的“厦门市曾厝垵生鲜
超市综合楼（滨海商务公馆）”购房款提存于我处。其中支付
贠虹、刘春西提存款￥1487060.30、支付郑全琦、陈小珍提存
款￥645650.50。请你们与我处联系并领取提存款，联系电话：
5839566。 厦门市鹭江公证处

泾县南华高级职业学校：本委受理赵四海等17人诉你单位拖
欠工资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仲裁风险通知书)及开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五日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泾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四楼仲裁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安徽省泾县人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殷国民、刘青兰：本会受理申请人刘传炎与你们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本会仲裁规则向你们公告送达组庭通知和开庭
通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由仲裁员黄金富
（首席）、梅禹华、程瑞于本公告期满 10 日后第二日上午 9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会仲裁一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会
将依法缺席裁决。 泰州仲裁委员会

二O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黄维章、李沃聪、黄健、赖志明、广州晟景节能科技有限公

司：本会受理的广东惠生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广东明科环保节能
有限公司和你们有关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案号为珠仲裁字
（2014） 第 116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受理仲裁申请通知书、
仲裁申请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及开庭通知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反请求的
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选定仲裁员的时间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4年11月4日下午三时在本会第二仲裁
厅不会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珠海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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