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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新任陪审员授职典礼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
吴江区人民法院举行新任人民陪审
员授职典礼，161 名新任命的人民
陪审员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范建坤
手中接过任命书。
吴江法院非常重视人民陪审员
的选任、培训工作。为了响应最高人
民法院提出的人民陪审员倍增计
划，
吴江法院自去年 10 月起，
就开始
了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工作。经过宣
传发动、资格审查等环节，最终从申
请者中选出来自各行业、具备各个
领域专业知识的 161 名优秀者。
经过
几天的初任培训后，提请区人大常
委会任命。 （李建波 王昌栋）

高安

培训新任陪审员
本报讯 近日，江西省高安市
人民法院再次对今年新任的 46 名
人民陪审员进行岗前培训，并邀请
市人大领导进行了培训指导。
该院对陪审员的管理和使用
规定进行了介绍，让新任陪审员了
解了院里的日常管理，明白了自己
的权利和义务。邀请有陪审工作经
验的老陪审员就“如何做一名合格
的陪审员”进行了授课。
（雷春荣 潘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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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人民法院坚持推行“开门建法院”工作思路，把司法公开作为加强司法规范化和促进
司法公正的切入点，建立常态化司法公开机制，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以公开倒逼公正，切实提
升司法公信力。去年 12 月，该院被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确定为首批
“全省司法公开示范法院”
。

执行信息公开
让群众更信赖

审判流程公开
让群众看得更清楚
为促进司法公开，高新区法院加
大科技投入，率先在全市范围内建立
触摸式案件信息查询系统。当事人只
需触摸屏幕，即可随时查询到自己案
件的进展情况，还可以看到承办法官
信息。通过此触摸技术，将全院每一
起案件都置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
杜绝暗箱操作，消除当事人顾虑，赢
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同时，该院还对所有案件的庭审
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并刻录成光
盘入卷归档，供当事人查阅和观看；
充分利用院内电子显示屏，循环播放
办案流程及相关审判信息，供当事人
看阅，帮助当事人进一步了解相关情
况。
另外，为强化内部监督，该院办
理的所有案件全部纳入流程管理，工
作与系统完全同步，全程留痕。该系
统以质效监督和审限监督为重点，将
诉讼各个环节纳入其中，形成闭合的
工作回路，并开通临界审限自动报
警系统，严防超审限。同时，还为
干警开通查阅权，每名干警都可随
时查阅具体案件，实现监督与学习
双目标。

裁判文书公开
让群众理解更明白
裁判文书在网上公开，接受公
众的检阅，对于促进司法公开、实
现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 新 区 法 院 早 在 2008 年 就 开 始 对
文书公开进行有益探索。最初是将
所有判决书张贴在院文书展览室，

大庆高新区法院案件查询室工作人员正在为当事人查询案件进展情况。
接 受 群 众 监 督 ， 并 在 2011 年 末 开
通外网，实行文书上网制度，但因
担心风险等原因，当时推进力度不
佳。
自 从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裁 判 文 书
上网公布暂行办法》 施行后，该院
党组大力推进文书上网公开，建立
各部门网络协管员制度，负责文书

走访辖区全国人大代表
□

本报讯 9 月 12 日上午，安徽
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为明
一行赴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
司、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走访全国人大代表陶群南、郭文叁。
两位全国人大代表对法院主动
接受监督的扎实措施，给予充分肯
定。同时建议，法院进一步加大法
制宣传力度，简化司法程序，提高
法官司法能力，推动法院工作更上
一层楼。
（钱 亚 郑舒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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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高新区:“我院大门常打开”

一审陪审率保持100％
本报讯 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
右翼中旗人民法院以“规范化、广泛
化、
专业化”
为原则，
广泛吸收各行业、
各领域、
各阶层人才加入人民陪审员
队伍。为人民陪审员安排办公室，
定
期召开人民陪审员工作会议，
加强业
务培训，发放陪审补助。同时明确规
定，凡是组成合议庭审理的案件，
必
须有人民陪审员参审。通过制度建
设、
加强管理、
规范参审机制，
充分发
挥人民陪审员在参与庭审、调解纠
纷、
监督法院等方面的作用。
2013 年
至今年 7 月，一审陪审率连续保持
100%，
高出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的规定35个百分点。（姜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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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支持法院队伍建设
今年年初，连城县人大常委会针
对法院队伍建设存在案多人少、法官
待 遇 低等 突 出问题， 开展专题调 研，
了解了该院组织机构以及法官职业培
训和学历教育情况，分析了法院现阶
段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提出了建设
性意见。
“法官要强化学习，提高自身素

送达执行文书
天津市亿联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人于衡燕
诉你租赁合同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滨功
执字第 1027 号执行通知书、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风险提示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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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弼忠、王福海、芜湖市恒韵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
行人刘涛申请执行张弼忠、王福海、芜湖市恒韵商贸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刘涛申请执行（2013）镜民一初字第 00120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委托安徽万达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对
被执行人张弼忠所有的座落于本市三泰国际大厦 E94、95 房产进
行评估，已作出万房评估字（2014）4317号房产评估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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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
华达实业公司、李超怡：申请执行人中港澳金融投资贸易有
限公司申请执行华达实业公司其他执行一案，因中港澳金融投
资贸易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追加李超怡为被执行人，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副本及追加被执行人案件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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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博罗县人民法院
胡嫦姬、陆锦荣：本院受理胡德添申请执行胡嫦姬合作协议纠
纷一案【案号:（2011）四法执字第 255 号】，申请人胡德添向本院提
出追加陆锦荣为本案被执行人，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立案通知
书、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及证据材料副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有异议，限你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内书
面回复本院。逾期将依法处理。
[广东]四会市人民法院
胡嫦姬、陆锦荣：本院受理莫志泳申请执行陆锦荣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案号:（2011）四法执字第 388 号】，申请人莫志泳向本
院提出追加胡嫦姬为本案被执行人，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立
案通知书、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及证据材料副本。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有异议，限你在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 3 日内书面回复本院。逾期将依法处理。
[广东]四会市人民法院

600 余份文书，并将于年底依法全部
予以公开。
为保障让群众看得明明白白，该
院注重文书证据的论证及说理的透彻
性，并由庭长、院长双重把关。另
外，还积极回应网民的疑问，将收集
到的网民建议，及时转化为改进工作
的动力。

连城人大 助推法院建设“管得宽”

陈立烽 李泗峰

为给法院提升司法公信力提供更
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福建省连城县
人大常委会始终关心法院建设，对法
院工作给予积极有效的监督和全力的
支持，多措并举，以实际行动助推法
院全面发展。

上网日常检查和纠错工作， 保 障 文
书上网进度和质量；实行上网月通
报机制，通过鞭策和问责方式，提
升文书公开质量。对不公开实行严
格反向审批制度，不公开必须符合
规定事由。
去年，该院裁判文书除例外情况
外，实现了全部上网。今年已上网

“今天我到执行现场，
见证了执行
全过程，并用执法记录仪全程跟踪录
音录像，让我看到了法院执行公开的
力度，老赖们不敢再轻易赖账！”7 月
24 日，申请执行人隋某在执行现场对
高新区法院执行局局长李宝全说。
这是该院邀请当事人随同执行的
一个缩影。该院规定，根据当事人的
需要，
可邀请当事人及各界人士，
参与
到执行中来，将执行工作置于社会监
督之下，
见证执行全过程，
从而消除当
事人疑虑，增加其对法院执行的理解
和信任。
不仅如此，该院还要求外出办案
法官，
必须随身携带执法记录仪，
对整
个执法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供当
事人和外界查看。
为进一步加强执行信息公开力
度，该院在官方网站开通了执行信息
公开专栏，公开执行工作动态及执行
员信息等相关资料；实行承办法官向
申请人定期通报制度，告知执行每一
环节的推进情况；成立 110 执行指挥
中心，接到线索立即出警执行，不给
“老赖”
喘息机会；强化公开执行兑现，
对一些重大案件的执行集中兑现。
据悉，截至 8 月 20 日，该院今年共
执结 318 件，执结标的额 37980 万余
元，
赢得了群众的点赞和信赖。
公开促公正，透明促廉洁。高新
区法院的司法公开取得了明显成效，
群众从每一起案件中切实感受到了司
法的公平正义。同时，还实现了审判
质效双提升、队伍建设“零违纪”的目
标。

质，提升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要
坚持为民司法、公正司法，努力提升司
法公信力。”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百
坤在调研时说，近年来该院队伍建设、
法院文化等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
人大对法院工作非常满意，将会进一步
加大对法院工作的支持力度。
2013 年，该院提任 10 名干警为审
判员、中层正职、副职，今年圆满完成
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新增陪审员 33
名，该院领导班子还被县委县政府授予
县“优秀班子”荣誉称号。

助力打造“涉林纠纷大调
解”品牌
连城县人大常委会关注该院构建和

胡嫦姬、陆锦荣：本院受理练玉池申请执行陆锦荣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案号:（2012）四法执字第 248 号】，申请人练玉池向本
院提出追加胡嫦姬为本案被执行人，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立
案通知书、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及证据材料副本。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有异议，限你在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 3 日内书面回复本院。逾期将依法处理。
[广东]四会市人民法院
胡嫦姬、陆锦荣：本院受理李世权申请执行陆锦荣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案号:（2013）肇四法执字第 13 号】，申请人李世权向本
院提出追加胡嫦姬为本案被执行人，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立
案通知书、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及证据材料副本。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有异议，限你在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 3 日内书面回复本院。逾期将依法处理。
[广东]四会市人民法院
戴翠荣：本院受理余玉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余
玉琴申请执行（2014）鄂黄石中民二终字第 00064 号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鄂黄石港执字第 00202 号执行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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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
吕和：本院受理方向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方向
阳申请执行（2013）鄂黄石港挹民初字第 00016 号民事判决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鄂黄石港执字第 00200 号执行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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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期满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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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
柳星：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彭斌申请执行[2013]鄂洪湖民初
字第 00391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鄂洪
湖民执字第 0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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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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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洪湖市人民法院
仲照应（曾用名仲昭应）、仲拓、仲昭龙：本院执行的仲伟银、
周应松、陈爱斌、周超英、匡延霞、叶敬虎申请执行你们股权转让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大执一字第 234 号
执行通知书。执行通知书载明：责令你们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 3

谐林区工作，助力法院拓宽受案范围，
不断延伸拓展诉前调解功能，主动融入
辖区生态文明建设。
该院通过建立涉林纠纷“大调解”
格局，开展严打生态资源犯罪。聘请
34 名生态司法联络员，选聘 10 名生态
资源审判专家，形成了生态司法联络
员、专家陪审员、特邀调解员的生态资
源审判工作新格局。
时任连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傅开照
表示：“连城林业资源丰富，林业纠纷
多而复杂，构建涉林纠纷调解网络大有
作为，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该院坚持与人大代表联络沟通常态
化，主动、及时向人大报告履行职能、
重大工作部署等情况，并积极走访征求
意见和建议。2013 年，在广泛征求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后，完
善出台了 《关于在涉林刑事案件中开
展生态恢复补偿机制加强水土保持的
实施意见 （试行）》，意见得到了人
大常委的全力支持。
3 年来，该县涉林纠纷案件 487
起，成功调解 413 起，实现了法院诉
前化解主动参与、诉后与调解办调处
的有序“双回路”衔接。

助推法院基础设施建设
2014 年，连城法院着力建设含
安保监控、庭审督察、执行指挥等为
一体的集控中心，以信息化建设推动
司法公开。该院积极向县委、人大沟
通，反馈集控中心在推进司法公开中

一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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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王旭炜、石建华：本院执行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分行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法委托内蒙古公鉴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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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你们所有的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新华东街和海广场 ABC
日内履行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宿中商初字第 0151 号楼 1 层 1014 号房产进行价值评估，评估值为 1148.6717 万元。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内公鉴估字（2014）第 0016 号房地产市场
并继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至执行完毕。自发出公 价值估价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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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出。限你你们自异议期限届满后 7 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辽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大连果缘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大连果缘瓶盖制品有限公司、 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拍卖上述房产。本院将依法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刘伟：本院执行的大连金弘达经贸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 公开拍卖。
王占良、华润芝：本院受理邵阔申请执行王占良、华润芝买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大执一字第
320 号执行通知书。执行通知书载明：责令你们自本通知送达之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包九原执字第
日起 3 日内履行本院（2013）大民三初字第 263 号民事判决书确 339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责令你们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
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继续计算迟延 10 日内履行（2013）包九原民初字第 609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义
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至执行完毕。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继续计算迟延履行期
间加倍债务利息至执行完毕。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
瓦房店市老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瓦房店市农 达。
郭誉：本院受理包头红岩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郭誉
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查终
结，作出（2014）瓦执更字第 165 号执行裁定书，变更大连融信商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包九原执字第
（2014）包九原执字第 208 号民
贸有限公司为本院（2008）瓦民初字第 3946 号民事调解书的申请 208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执行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事裁定书。责令你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履行（2012）包九
原民初字第 466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法强制执行，并继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至执行完
[辽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
金丙年、王晓燕、王兆振、宋淑彬：本院受理的大连农村商业 毕。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瓦房店驼山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赵来福、张凤、巴彦淖尔市天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本院执
案，现已审查终结，作出（2014）瓦执更字第 164 号执行裁定书，变
更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瓦房店驼山支行为本院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分行申请执行你们借款
（2011）瓦民初字第 3140 号民事判决书的申请执行人。现依法向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临法执字第 400－
你公告送达上述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1 号民事裁定书（拍卖裁定）、选择评估拍卖机构通知书、现场勘
验财产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
执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辽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
景六毛：本院受理郭瑞申请执行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你公告送达（2014）赛执字第 00320 号执行通知书和（2014）赛执
李霞：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3）中江民初字第
字第 00320 号执行裁定书（查封景六毛所有的蒙 APD991 号轿车

公 告

起到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县委、人大
的支持。
目前，该院获批装备建设资金
109 万元，建成了集控中心、数字化
法庭，实现了看得到每一个审判法
庭、每一个人民法庭、每一个诉讼窗
口、每一个审判流程、每一次执行过
程、每一个信访接处、每一台警用车
辆“七个看得到”的建设目标。
县人大常委会还关心该院“两
庭”建设，组织人大代表专程视察
了新泉、姑田法庭基础建设情况，
听取了关于“两庭”建设的汇报。
代表们表示，要进一步改善基层派
出法庭的办公、生活条件，加强科
技投入，更新物质装备，抓好两庭
建设后续提升。

2918 号民事判决书于 2014 年 8 月 28 日立案受理中江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申请执行你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定评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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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宁：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2）金牛民初字第
3188–3191、1410、1411、1413 号民事判决书于 2014 年 7 月 23 日
立案受理付淑英申请执行你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金牛执字第 1406–1411、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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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燕斌、章慧：本院于 2013 年 10 月立案执行四川新兴华业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其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至今未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已将你位于成都市金立路 9
号 2 幢 1 单元 701 号房屋予以评估，评估报告已送达双方当事人，
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金牛执
字第 1922–1 号拍卖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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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容华、株洲镕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易春购申请执行你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及公司公告送达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及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梁巨聪：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易甫初、张丽华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委托湖南志成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你所有
的位于娄底市娄星区开发区大汉路（五江建材城）A 区 0012 幢
151 室、151 室阁楼住宅的房地产进行了价格鉴定，总价值为
55.82 万元。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评估报告书、
（2013）涟执字第 290-2 号财产拍卖裁定书，并在 2014 年 11 月 27
日下午三点在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室选定拍卖机构，
如你在房地产价格报告书有异议，可自公告期届满之日起十日
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逾期，本院将依法确定拍卖机构公开拍
卖。
[湖南]涟源市人民法院

送达破产文书

因安徽福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
（三）款的
规定，本院于 2014 年 7 月 30 日裁定终结安徽福康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破产程序。
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