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版

司法民主

■2014 年 9 月 20 日 星期六

P

周刊

EOPLE' S COURT DAILY
DAILY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WWW.RMFYB.COM

□ 陈金华

民主视窗

陪审员说

■责任编辑 马守敏 ■热线电话：
（010）67550747 ■电子信箱：mzzk@rmfyb.cn

虞城陪审员:审务督察
“黑包公”

我把国徽端放心头
□ 安徽省濉溪县人民法
院人民陪审员 方 好

河南省虞城县人民法院在审务督察工作中，每次从新任命的陪审员中随机抽选 8 人，参与纪检部门组织的督察检查。
督察范围涵盖案件庭审、司法礼仪、卷宗评查、审判作风等方方面面。人民陪审员坚持原则，办事公开透明，被法官们誉为
“黑脸包公”。

卷宗评查：奖优罚劣不留情

今年 4 月，我和其他 44 位
同志依法被县人代会常委会任
命为安徽省濉溪县人民法院人
民陪审员。当我站在台上的那
一刻，一种神圣的职责感在内
心油然而生。
随后，我开始陪审起案子
来。记得，有一起民商事案
件，原告诉江西某建筑公司、
淮北某房产开发公司劳务工资
拖欠案。双方在庭上激烈交
锋。出于案件审理的需要，审
判长提出要证人出庭作证。该
案从上午 9 时开始审理，至 11
时休庭，随后，下午 15 时继
续审理。中午休庭时，我和审
判长一起讨论了该案。我认
为，双方委托代理人在究竟哪
个被告应负主责上，没有理
清，同时，第一被告的证人到
底应不应该被列为被告，也应
该是该案的焦点。审判长认为
我的意见对于审理好该案有根
本性的作用，因此，下午开庭
后，审判长对该案作出了辩论
引导。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辩论的结果已开始浮出水面，
至 17 时，审判长宣布休庭。
利用双方当事人签字的间
隙，我对第一被告的辩护律师
发表了意见：企业对提供劳务
者负有按时支付工资的义务，
这是一个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体
现，也是企业保持良好社会形
象的办法之一。第一被告的辩
护律师点头认可。
我想，一个好的合议庭审
理案件，不仅需要主审法官的
“主审”
，还需要人民陪审员耐
心、细致、认真的记录和发表
意见，最后形成“合力”，作
出判决，对社会、对双方当事
人起到教育、启迪、警示的作
用。
每当坐在人民陪审员的位
置上，我就会把头顶上的国徽
放在心头。我知道，一起案
件，对于百姓，可能一辈子只
打这一次官司，因此，需要我
们不偏不倚，心中牢记人民陪
审员的庄严誓词，把公平和正
义放在心中，把良知和道德装
在心中，让法理和情理并重，
对案件作出公平、正义的处
理，才能不负人民的嘱托！

“作为特邀的督察人员，我建议
应对评查出来的 18 项共性问题和 11
项个性问题进行公开讲评，及时整
改，奖优罚劣。”这是人民陪审员何
文学在 5 月 8 日卷宗评查评议会上的
发言。
5 月 16 日，该院召开全体干警会
议，何文学的建议被“审务督察评
查组”采纳。会上，该院常务副院
长葛福臣对评查出的个性、共性问
题逐一点评，并对优秀裁判文书和
瑕疵裁判文书进行公开宣读。人民
陪审员直击法官软肋，引起不小的震
动。
2014 年是虞城法院司法能力提
升年，为拓展人民陪审员在陪审之余
参与监督法院事务，今年 4 月，该院
出台了 《关于邀请人民陪审员参与审
务督察和卷宗评查工作方案》，随机
抽选的 8 名陪审员被分编到 4 个评卷
小组，与“审务督察评查组”人员一
起，对评卷过程、打分情况等进行监
督，并公开监督结果。
截至 6 月 30 日，该院已评查卷宗
885 册，其中一类卷 708 件，二类卷
177 件。审务督察的有力跟进和陪审
员的诚心参与，使该院司法能力提升
年活动得到有序开展。

庭审观摩：打分评议不含糊
6 月 30 日上午，虞城法院第二审
判庭，原告李某诉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的庭审正
在进行。台上担任审判长的民一庭庭
长田仲秋有条不紊地引导着庭审。台
下两侧，原、被告双方及代理律师唇
枪舌剑，互不相让。
与往日不同的是，旁听席上，除
了当事人的亲属、朋友，在前排就座
的还有该院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王

以查带训：
督察陪审同提升

虞城法院的人民陪审员正在进行庭审观摩。
恭利和“审务督察评查组”的 8 名陪
审员。庭审中，他们不停地在表格上
画来勾去。“法官着装是否符合庭审
规范”、“庭审程序是否存在瑕疵”、
“司法礼仪是否有损法官形象”、“审
判长驾驭庭审能力如何”等，是本次
观摩评议的重点。
庭审结束后，王恭利组织评查组

周经纲，今年 60 岁，曾是安徽省
滁州市新华建材厂的副厂长兼办公室
主任。
2009年，
一次偶然机会，
他听说滁
州法院招收人民陪审员，
就主动报名了。
2010 年 7 月，
经滁州市琅琊区人大常委
会正式任命为人民陪审员。
从此，
他乐在
陪审工作之中。
4年来，
他参与审理和调
处了大量案件，
有了诸多陪审感悟。

陪审员决不能放松学习
“人民陪审员必须在工作中不断
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水平
和综合素质，在学习中不断完善和充
实自己，不能参加陪审后连‘程序法’
和‘实体法’都搞不懂。
”周经纲经常这
样勉励自己和其他陪审员。
滁州中院对陪审工作高度重视，
每年都要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对人民陪

北京翰泽锐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东庆诉被告
北京翰泽锐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抵押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大民初字第 593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陈晓倩：本院受理原告王永生诉被告你公路货物运输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京铁民初字
第 24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铁路运输法院
吉林省东津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中远集装箱运
输有限公司诉你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4）大海商初字第 34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大连海事法院
张凌云：本院受理原告侯兆宏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哈民初字第 3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新疆]哈密铁路运输法院

审员进行专题培训。2010 年 9 月，周经
纲刚被任命为陪审员不久，滁州中院
组织全市 8 个县（市）、区的几百名陪
审员进行集中培训。他是培训中听得
最认真、记得最多的人。培训结束后，
他的厚厚的一本软面抄上，记得密密
麻麻、满满当当的。
多年来，每次培训周经纲都要积
极参加，
结束后主动与授课老师交流，
探讨陪审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并利用
空闲时间阅读法律书籍、报刊等，
总结
陪审经验，
提高自身法律素养。
“爱学习、有思想、懂业务”，是与
周经纲接触后的法官和人民陪审员对
他的一致评价。

陪审员决不能当
“陪衬员”
社会上有一些人对陪审员工作不

申请人淮安中顺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店支行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据号码 31300051/
31353574、出票日期 2014 年 5 月 16 日、到期日 2014 年 11 月 16
日、票面金额 100 000 元、出票人宁海佳树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
宁海县西店云龙金属彩色氧化厂，最后持票人淮安中顺贸易有
限公司，付款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店支行，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一十九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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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宁海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神钢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壹张
（票据记载：票号 30100051 22696667，出票人浙江诸暨万宝机械
有限公司，收款人上虞市振荣橡胶制品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
神钢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3 年 12 月 27 日，汇票到
期日 2014 年 6 月 27 日，票面金额叁拾伍万元整，付款行交行诸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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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诸暨市人民法院

送达执行文书

冯家群、郑在铨、郑小乐：原告上海农商银行金山支行诉你
三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3）金民二（商）初
字第 1530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已受理原告上海
农商银行金山支行的执行申请，现向你三人公告送达（2014）金
执字第 2106 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和沪科东房估字（2014）
FC0587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位于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大道 2381 号 1 层涉案抵押房产于
估价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56.06 万元，如对房地产估
申请人广东中联南方建设机械有限公司因保管不善，
将承兑汇票 价报告有异议，可以在公告期满后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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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责令冯家群自公告期满后 3 日内，自动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
记载：票号为1040005222660160、票面金额为人民币40000元、出票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拍卖、变卖你三人
人为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广西玉柴曲轴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大道 2381 号 1 层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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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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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波:本院受理原告杨秋燕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西]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
杨秋燕申请执行（2013）辽民三终字第 231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

申请公示催告

员郭义民的发言毫不留情。
“庭审中原、被告因情绪激动，几
次出现随意站起、坐姿不雅等情况，但
审判长没有及时制止，影响了庭审效
果，庭审驾驭我给 4 分。”陪审员武智
锋的点评更是一针见血。
由于陪审员打分都非常“苛刻”，
每次庭审法官们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从内在到外在：
周经纲的陪审感悟

□ 冯 春 吕 昊

送达裁判文书

与合议庭成员面对面开展庭审评议，
现场打分。
“我认为今天审判长庭审驾驭的
比较适中，能够引导当事人围绕案件
争议焦点举证、质证,庭审驾驭我给
满分 5 分；但两位审判员在庭审中发
问比较少，没有发挥合议庭成员在庭
审中的作用，我只能给 4 分。”陪审

参与“审务督察评查组”的陪审
员大多数是新任命的，他们来自该县
的各行各业。尽管进行了任前培训，
但他们在案件审理、司法礼仪及对法
律法规的理解上，仍然与法官们存在
一定差距。
“参与审务督察对我的触动很
大，以前我认为法官审案只不过是走
过场，现在我觉得法官们的一举一动
对陪审员来说，就是活生生的教材，
从他们身上能学到许多培训中学不到
的东西。”人民陪审员王支援在督察
小结会议上说。
宋丽是利民镇政府的妇联主任，
已在陪审岗位上奉献了十多年，她感
慨地说：“我是一名老陪审，又来自
基层乡镇，以前都是在法庭陪审案
件，参审的大都是婚姻家庭、家长里
短之类的案件，合议时我也不怎么发
言。没想到被抽选参与庭审观摩，并
现场给法官打分，收获不少，以后在
合议案件时，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意
见。
”
截至 8 月 30 日，该院已随机抽选
88 名 人 民 陪 审 员 参 与 审 务 督 察 16
次，观摩庭审 28 次。先后有 3 个庭
室、3 名法官分别因卫生和无故缺岗
被通报；6 名法官庭审中因司法礼仪
不严谨被扣分；16 人次因为案件信
息录入不规范被罚款。
在 6 月 27 日的人民陪审员培训会
议上，何文学等 8 名优秀学员受到该
院表彰。

了解，
认为陪审就是摆设，
还有一些人善
意地提醒周经钢，在陪审时尽量少讲话
或者不讲话。
他却认为，
陪审员必须依法
履职，
发挥作用，
在开庭陪审过程中既不
能不讲话，
也不能乱讲话，
要向当事人讲
清道理，
讲明情理。
2013 年 5 月，琅琊区法院开庭审理
了一起发生在中学校园内的意外伤害案
件。开庭前主审法官对周经纲说：
“这个
案件是个发回重审的案件，双方意见分
歧很大，
很棘手。
”周经纲利用庭前时间，
分别与原、被告进行了详谈，
充分了解双
方争议的焦点。开庭后，原、被告在法庭
上唇枪舌剑，
火药味十足，
令合议庭法官
感到调解希望渺茫。
周经纲利用从事过企业管理的经
历，
耐心平复双方情绪，
引导双方换位思
考。
针对原告父亲“被告儿子致其女儿受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9月20日（总第6104期）
向你公告送达（2014）大海执字第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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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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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海事法院
汪海玉：本院受理的张德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
张德新申请执行（2012）鄂随县民初字第 02849 号裁决书，现因你
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鄂随民执字第 02849-1 号本裁定书内容为执行人抵偿债
务的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随县人民法院
罗西华：本院受理井研县纯复乡永定养鸭专业合作社申请执
行你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现根据井研县纯复乡永定养鸭
专业合作社的申请，拍卖罗西华所有的位于井研县门坎乡建设街
166（号）商业性质用途的房产，并拟对罗西华所有的位于井研县门
坎乡建设街 166（号）商业性质用途的房产进行评估。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4）井研执字第 176-2 号执行裁定书和
参加四川省井研县人民法院确定专业机构通知书。在本公告期满
第3个工作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四川省井研县人民
法院司法技术室经随机程序确定本次评估专业机构。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四川]井研县人民法院
皇甫顺生：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国营陆良华侨农场申请执
行诉你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共 3 件案件），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曲靖福海司法鉴字[2014]第 7 号资产评估司法鉴定意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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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总价
为 2576540.39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有异
议，可在送达后 10 日内向本院提出。逾期评估价本报告生效，生
效后本院将依法进入拍卖程序。
[云南]陆良县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孔艳霞于 2014 年 9 月 14 日不慎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丢失，

伤，害其女儿丧失一次考取重点大学的
机会，不但不道歉还强词夺理”的看法，
他说：
“被告没有歉意，不会在你女儿住
院期间送了 28 天鸡汤。本案的发生是非
故意，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案件久拖不
决，
既会影响到你女儿的下一次高考，
又
会影响你的企业经营。
”终于打动了原告
父亲。
见时机成熟，周经纲转而做被告母
亲的工作，
使其充分理解原告方的心情。
一场水火不容的纠纷，
在周经纲努力下，
双方当场握手言和，而且原告鉴于被告
家庭经济困难，
主动放弃了全部索赔。

陪审员决不可小视仪容仪表
6 月 19 日，室外艳阳高照，审判法庭
内温度急升，
周经纲汗如雨下，
却不肯将
领带放松一些，
衣袖卷起一些，
而是始终

仪表端庄，全神贯注地聆听当事人的陈
述和辩论，
令当事人十分钦佩。
熟悉周经纲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
在审判法庭内最注重仪容仪表的人。
春、
夏、秋三季，他一律是上身着白衬衫，下
身藏青裤，
有时穿西装也要坚持打领带；
冬季时着羽绒服等冬装，他会尽量着颜
色深一点的，
以示庄重。
对其他人民陪审
员着装上的问题，
他只要看到，
也会毫不
客气地加以指出。
“作为一名人民陪审员，
我倍加珍惜
人民赋予的机会。
开庭时，
我从未穿过休
闲装，更不会着奇装异服，不为别的，就
为了维护我身后高悬的、庄严的国徽的
尊严。”8 月 27 日，周经纲在滁州中院参
加安徽省人大常委会民事审判工作调研
座谈会，他的这番发言和感悟给调研组
的领导和同志留下深刻印象。

身份证号：142603199205031026，特此声明作废。自丢失之日起 月 31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开庭，请准时到庭。逾期则
所有冒用我身份证的各类法律纠纷责任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依法裁判。
[广东]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孔艳霞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盛琨，不慎将工作证（证件号码为
韩凤、李辉：你二人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为安徽今尔实业有
0447 号，发证日期为 2014 年 2 月）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限公司（借款人）从我行借款 207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笔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贷款已于 2013 年 10 月 31 日到期未还款形成逾期，经我行催收，
截止 2014 年 9 月 15 日尚欠贷款本息为 21,788,287.67 元，其中：本
申请人北京市建工新兴建材厂申请被申请人北京高星顺通建 金 20,254,986.40 元，利息 1,533，301.27 元（利息计算至 2014 年 8
材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经审理，被申请人北京高星顺通建材有 月 20 日），请尽快筹措资金于履行保证责任，否则，我行将采取法
限公司人员、账册、重要文件下落不明，无法查明其财产状况，已构成 律手段追偿。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南分行
无法清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裁定终结北京高星
安徽今尔实业有限公司：你单位于 2013 年 1 月 4 日向我行借
顺通建材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款人民币 20，700,000.00 元【借款合同：2012 年（舜耕）字 0041
深圳嘉丰纺织实业有限公司、郑宝伦、香港中实发展有限公 号】，该笔贷款已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到期未还款形成违约，截止
司、中冠印染(香港)有限公司英属不列、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9 月 15 日尚欠贷款本息为 21,788,287.67 元，其中：本金
上海嘉丰棉纺织厂、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核电 20,254,986.40 元，利息 1,533，301.27 元（利息计算至 2014 年 8 月
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深圳市广新联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申请 20 日），请抓紧筹措资金偿还。否则，我行将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
对被申请人深圳嘉丰纺织实业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案件，案 诉讼，追偿贷款本息。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南分行
号为(2014)深罗法民二清算字第 6 号。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
澳洲风情（厦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临时股东会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 议的公告 黄水木：经执行董事提议，拟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现
送达强制清算申请书副本、公司清算案件立案审查通知书、公司 将会议召开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会议召集人：澳洲风情（厦门）
清算案件立案审查举证通知书、公司清算案件立案审查权利义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会议参加人员：本公司全体股东会
务告知书、听证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指定举证期限通 议时间：2014 年 10 月 29 日上午 10 时整 会议地点：漳州市龙文
知书、证据副本。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你 区碧湖万达中心 B 座 21 层 2101 室 会议议题：1、股东许希忠、罗
方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树宁、张红梅、江雨峰拟将各自所持公司股份 14.2%（共计 56.8%）
满后 30 日。开庭时间定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 9 时 30 分，开庭地点 转让给崔清山，14.2%的股份转让价格均为人民币 35.5 万元。股
为本院第十九审判庭，请准时到庭，逾期则依法裁判。
东张建国拟将所持公司股份 29%转让给崔清山，29%的股份转让
[广东]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价格为人民币 72.5 万元。2、对于上述第一条拟转让股份，你有权
深圳华胜机械企业有限公司、陈亦新、德阳东方电工机械有限 行使优先受让权，若行使优先受让权，请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
责任公司、深圳市立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海电工机械厂、香港 十日内向各拟出让股东书面答复。需携带的材料：参加会议当
华盛昌机械企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人深圳市融达投资管理 天，股东或代理人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办理委托事宜：股东
有限公司申请对被申请人深圳华胜机械企业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 因故不能出席时，可于开会前委托代理人参加会议。委托手续应
算案件。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强制清算申请书副本、公司清算案件 在会议召集人面前办理，否则应提供公证委托书。授权书应写明
立案审查通知书，公司清算案件立案审查举证通知书、公司清算案 委托事项与授权范围。委托手续应于参加会议前提交会议召集
件立案审查权利义务告知书、听证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人。代理人应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联络人：小黄联系方式：
指定举证期限通知书、证据副本。公告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0592-5869061。特此公告！股东：张建国、许希忠、罗树宁、张红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 2014 年 12 梅、江雨峰。
澳洲风情（厦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其

清算公告

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