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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为民征途上永不停歇
湖南省岳阳市地处风光秀美的巴陵大地，烟波浩渺的洞庭之滨，错落分布着35个基层人民法庭。它们如同35颗璀璨的“明珠”，为当地

老百姓拨亮了迷雾蒙蒙的法律灯盏，守护着千家万户的简单幸福。
近几年，随着岳阳市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市范围内的人民法庭工作也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元素，各种便民、利民、亲民之举换来了百

姓的口碑。
“步子迈大一点，路子走宽一点，与群众再贴心一点。”岳阳人民法庭工作的朴素而又真实的写照折射出了司法为民的大理念。

本报记者 曾 妍 本报通讯员 常 研 杨 红 陈中伟 胡渊茗 彭 峰 胡四清

岳阳县：
走，“假日法庭”上门开庭去

“你们两家挨得这么近，低头不见抬
头见，不可能就为这点事从此再不往来
了吧？都退一步，相互谅解，事情就过去
了不是？”

“老邻居了，莫伤了和气咯……”
这是华容县“最美基层干部”、鲇鱼须

法庭庭长徐芳正在组织当事人庭前调解。
这一幕发生华容县新建乡易家嘴村

二组。同组的刘某与孟某因分自留地产
生纠纷并发展到相互谩骂打架致伤的地
步，导致邻里对簿公堂。

虽然诉讼标的额只有一万多元，但
是经村里及乡派出所多次调解未果，法
庭受案后决定到村里就地开庭。

通过与到庭的双方亲属做解释疏导
工作，并取得村里的支持，该案终于圆满
地调解处理并当即履行。

庭审结束后，徐芳与当地老百姓唠
起了嗑。说到巡回审判，百姓一边说一边
竖起了大拇指：“现在法庭都搬到家里来
了，打官司方便多了，法官也亲近多了。”

“法庭往往受理的是家长里短，很多

案件判决容易调解难。当然，想要调解成
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是否亲民，是
否接地气……”华容县人民法院院长郑
军曾在加强法庭工作会议上这么指出。

近年来，华容县法院通过在法庭联
点包村，开展巡回审判，为老百姓提供方
便快捷的诉讼服务。现在，老百姓在家门
口就能看到法官的身影，听到法官的声
音，得到法官的帮助。

华容县法院还注重多措并举加强法
庭前沿阵地建设，在法庭安装指纹考勤
机，完善院领导联系法庭制度、执法监督
员听庭评庭措施，推行法庭工作纪律、法
庭庭训、当事人文明接待用语，严格打造
规范法庭。

2014 年至今，华容县 5 个法庭共深
入集镇、乡村校园、田间地头、乡间农舍
等开展法律咨询 116 次，接待群众 3000
多人；开展法律讲堂 27次，受教育群众
2000多人；就地调解、开庭审理案件576
件，旁听群众 3200 多人；诉前调解纠纷
356件，发出司法确认协议书94份。

2月 1日，星期天，岳阳的天空飘起
了久违的雪花。

“喂，李法官嘛，我是老任啊，落雪
了，开庭来不了咯。”

“那您在家等着，我与被告联系下，
到您那开庭去。”

电话里的老任年过六旬，体弱多病，
是一起赡养费案件的原告。1997年，老任
经人介绍与喻某相识结婚，双方系再婚，
婚后喻某与前夫的两个孩子随两人生
活。2013年年初，因家庭矛盾，喻某与老
任闹离婚，并将老任赶出家门。此后，双
方矛盾越闹越尖锐，甚至发生了几次打
斗事件。2015年 1月 9日，老任将两个已
经成年的继子告到岳阳县人民法院公田
法庭，要求二人承担2014年的赡养费。

公田法庭受理案件后，定在2月1日
开庭。然而开庭当天，下起了雪。考虑到
老任的身体状况，法官李远鹏在征得喻
某的同意下，果断决定上门开庭。

冒着雨雪赶了两小时的路，法官们
到了老任家，并立即搭起了简易审判台

就地开庭。在李远鹏的耐心劝解下，很
快，喻某和老任就婚姻纠纷达成一致，并
协商了赡养费。

一场矛盾由尖锐到消弭，仅仅花了
一个多小时。

“我们搞调解已经很熟练了。”李远
鹏笑称工作效率高是因为自己是“熟练
工”。

然而，面对回去的路，李远鹏和同事
们却又要顶着寒冷赶两个小时。

谈及基层法庭服务群众，岳阳县人
民法院院长杨水平认为：“法庭要充分发
挥贴近群众的优势，常怀为民之心，多解
民生之忧，多出惠民之举，才能真正打通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岳阳县法院 5 个中心法庭
以为民为导向，通过完善诉调对接工作
机制，坚持巡回法庭办案工作制度，大力
推行假日法庭、午间法庭，并在辖区设立
15个巡回办案点，法庭工作逐渐跨过了
群众的门槛，走入了农民的田坎，把满意
写进了百姓的心坎。

“这么快就把我们的纠纷调解好
了，办事效率可真高啊！”2月13日，湘
阴县人民法院城南法庭“诉前调解室”
迅速化解了该县玉华乡来龙村 12 组
22 户农户与该村土地征收补偿费用
分配纠纷案，村民陶学兵对法庭的办
事效率称道不已。

2015年初，来龙村因引进企业兴
建厂房及办公用房，需征用该村12组
的部分土地，但村里与22户村民一直
未能就相关的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
达成共识。眼看年关将近，村支书宋定
国来到城南法庭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解
决此事。

在充分了解情况以后，庭长李新
春认为“尚可调解”，于是决定在立案
前由法庭主持一次调解。

在法庭的诉前调解室内，调解员
和双方当事人代表围坐在一起。在听
取双方的陈述和争议的理由后，调解
员从法律、法规的角度对参与分配的
村民相关权利逐个进行分析，分析村

民是否具有分配资格，能享受多少份额
等；对于不享有分配权利但要求参与分配
的相关成员，也进行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解
释与说明。经过 6个多小时的反复磋商协
调，双方最终达成统一意见。

“诉前调解室既快速化解了矛盾纠
纷，又节约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不愧是
司法为民的一剂良方。”人民陪审员宋定
国在参与该调解后感慨道。

据了解，湘阴县法院共有 7个人民法
庭，全院65%的民事案件在法庭办理。

“这些案件不涉及法律难点，但双方
关系难调和，处理不当有可能引发冲突，
影响社会稳定。”湘阴县法院院长夏常凯
说，“这要求我们处理案件时不仅要公平、
公正，还要耐心细致，确保案结事了。这就
是我们设立诉前调解室的初衷。”

7个人民法庭，7个诉前调解室。基层
法官是专职调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人民陪审员应邀兼任调解员。从2014年至
今，7个诉前调解室共调解案件 826起，有
效地将矛盾纠纷化解于庭外。

湘阴：
“诉前调解室”把纠纷化解在庭外

岳阳楼区位于洞庭湖与长江汇合
处，是岳阳市的中心城区，交通和区位

优势凸显。而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则是岳
阳中心城区唯一基层法院，为近150万

岳阳楼区：
一个法庭，就是一个“区法院”

市民提供司法审判服务。该院下辖3
个人民法庭：城陵矶法庭、吕仙亭法
庭和康王法庭。近年来，人民法庭作
为法院的前沿阵地，作用日益明显。

今年 1月，一起五金化工生产企
业和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
纠纷起诉至康王法庭。双方的争议焦点
在于对货物的验收标准认定不一。

“法官并非全知全能，涉及专业
领域知识，我们也要借鉴他人的经验
和智慧，结合法条法理的运用和公序
良俗来对案件的法律关系、权责属
性、过错比例等进行界定。”岳阳楼
区法院院长姜彬要求。

为了弄清产品的生产流程，康王

法庭多次深入生产企业调研走访，并
把法律讲座带到了厂房车间。

在充分考虑了行业专家以及企业
员工的意见，并准确摸清行业交易习
惯、外包生产流程和工艺要求以后，
法庭结合双方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的过
错，依据合同法和行业专门法酌情认
定了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和责任。

“我们虽然输了官司，但是法官
能够放下身段到生产线上搞调查，并
为我们答疑解惑，就冲这一点，我都
很服气。”五金化工企业的吴总对法
庭的工作作风大为赞扬。官司过后，
两家企业在法官的协调下继续保持了
友好合作关系。

在平江的偏远山区打一场官司要走
多远？

要是以前，起码得翻山越岭赶上一
整天的路。

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处的平江是个
山区大县，面积4125平方公里，106万
居民星罗棋布地分布在绵延数百里的罗
霄山脉中。可就在这层峦叠翠间，平江
的基层法庭却只有9个，很多偏远山区
的群众去一趟法庭很不方便，至于完成
整个繁杂的诉讼程序，更是让众多当事
人苦不堪言。

“为了让山区群众得到更加便利的
司法服务，平江县人民法院想了很多办
法。”平江县法院院长李明介绍，“起
先，法院在各个没有法庭的乡镇设立联
系点，根据乡间赶集的时间，定期安排
法庭法官到当地接待当事人。”

在长寿法庭管辖 9 个乡镇的案件，
为了方便群众，先后在加义、龙门等乡
镇设立联系点。但该庭仅有 5名干警，
在每年结案超过 500 件的繁重工作之
下，法庭干警根本无法按期到联系点接
待群众。久而久之，被寄予厚望的联系

点形同虚设。
2014年3月，平江法院在加义镇政

府大院内挂牌成立了第一个山区巡回审
判点，并在全镇范围内张贴布告，向当
地群众公布接待时间。紧接着，余坪
乡、向家镇等 6 个巡回审判点相继成
立。

巡回审判点由平江法院法庭指导办
牵头，从法院机关各个审判庭室抽调 4
名办案人员，在 1 名法庭法官的配合
下，每周一到巡回审判点接待来访群
众，办理案件。

至 2015年 3月，7个巡回审判点共
受理案件近300件，并接待了大量来访
群众。通过就地开庭、就地调解等方
式，不但免除了偏远山区的群众打官司
的劳累奔波，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还
通过和基层村组的联动，建立起了一整
套覆盖全县700多个行政村的协助调解
网络，把大部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在平江的偏远山区打一场官司
“还”要走多远？

只要等到每周一，当事人即可到就
近的巡回审判点打官司——方便。

平江：
巡回审判点 延伸法庭服务

华容：
百姓点赞“亲民”审判

遵循着湖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
“把岳阳打造成全省通江达海的新增长
极”这一目标，岳阳楼区的3个人民法
庭为地方经济服务进行了有益探索，并
逐步形成了不同的法庭特色：城陵矶法
庭成为建设“新增长极”中的法律主力

军，吕仙亭法庭充当着 5A级旅游景区
的法律守护者，而康王法庭则是国家经
济开发区的定纷止争者。

由于3个法庭每年审理各类民商事
案件逾千件，因此有人笑称“在岳阳楼
区，一个法庭就是一个‘区法院’”。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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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根据滁州安邦聚合高科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5年 3
月 20 日裁定受理滁州安邦聚合高科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
2015年3月20日指定安徽知秋律师事务所担任滁州安邦聚合高
科有限公司管理人。滁州安邦聚合高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5年4月27日前，向滁州安邦聚合高科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
地址：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紫薇南路555号办公楼四楼；邮政编
码：239000；联系电话：0550－3217275）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
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
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
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滁州安邦聚合高科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滁州安邦聚合高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5年 4月 30日 9
时在本院东法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
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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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阳江市宝马利汽车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债权人：本院受理的

阳江市宝马利汽车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定于
2015年 4月 13日（周一）9时在阳江市市委党校报告厅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望各位债权人于会议召开当日上午8时到会场领
取会议资料及参加会议。地址：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体育路 98
号。咨询电话：0662-3509399。 [广东]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企业申请于2015年2月12日裁定张家港保
税区浩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苏州浩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家
港浩波热电有限公司、张家港浩波生化有限公司重整，并于同日
指定江苏颐华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上述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公告之日起40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登记地址：
张家港市华昌路交运时代广场6F-江苏颐华（张家港）律师事务
所 ，联 系 人 金 子 、赵 欧 、孙 艺 娜 ，电 话 18021232280、

13962453755）。债权人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
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
件行使权利。上述重整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该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5
年7月8日上午9时在本院大法庭召开。出席会议的债权人是法
人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宝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
件，是律师代理出席的应提供律师执业证明和律师事务所指派
涵。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江苏同昌电路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5年3月
11日裁定受理江苏同昌电路科技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 2015
年3月11日指定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州分
所担任江苏同昌电路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江苏同昌电路科技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5年6月1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沿江开发区兴港路；邮政编码：
225215；联系电话：0514-86432566转管理人办公室；联系人：陆
卓明、段晨瑶）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
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
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江苏同昌电路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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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5年 6月
12日（星期五）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地址：江苏省扬州
市江都区舜天路188号）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
会议的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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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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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

鞍山合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债权人：本院根据鞍山
市国融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2015年3月20日裁
定受理鞍山合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山合成）重整

一案，并指定辽宁法理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鞍山合成的债权
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鞍山合成管理人（通讯地址：辽宁
省鞍山市铁西区兴盛南路 42号；邮政编码：114014；联系电话：
0412-8813178，传真：0412-8813178）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
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
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鞍山合成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鞍山合成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定于2015年4月29日上午9时在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
法院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
人会议的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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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事务所指派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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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指派函。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齐元勋：申请执行人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你
合同纠纷一案，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服山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2014）鲁执复议字第29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本
院经审查，于 2014年 12月 12日作出（2014）执申字第 19号执行
裁定书，撤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执复议字第 29号执
行裁定书，撤销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济中法执字
第493号执行裁定第一项，驳回你的不予执行请求。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4）执申字第 19号执行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本裁定送达
后立即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株洲市鑫旺铸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陈在忠
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2015）攸法执字
第416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限你公司自公告期满五日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
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攸县人民法院

张杰、帅文静：本院受理李佳峻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依法委托四川久信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你们
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蓝郡路 399号 7幢 11楼 1号房屋一套
（房屋所有权证书证号：乐山市房权证私房字第 168572号，建筑
面积172.25平方米）进行了评估，该评估公司已作出川久信房地
产评【2014】63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为77.00
万元。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该估价报告。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该评估报告有异议，自
本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提出异议，本
院将依法对上述房产公开拍卖，并于异议期满后第三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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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拍卖专业机构。 [四川]井研县人民法院

余莉娟：本院执行的张全标和赵炜申请执行被执行人余莉
娟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阿中执民字第23号执行裁定书及参加选定评估机构通知
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携带有效
证件（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自公告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上午 10时到本院司法技术室参加选定评估机构，逾期不
至，视为自动放弃权利，我院将按有关程序进行。同时告知你在
选定评估机构之后三日内来我院确定现场勘查事宜，如有异议
在其后三日内向本院提出，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相关权利，本院将
组织现场勘查。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陈卫军、赵小华、沙国芳、李娜、傅锁中、符文君、傅书炳：本
院受理原告江苏丹阳保得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金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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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副本、合议庭成员通知书、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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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2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导墅法庭第
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丹阳市人民法院
江苏盛信环保装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盐城市鼎天实业有

限公司、柏汉松：本院受理原告盐城经济开发区祥欣农村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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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十二法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中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新汶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上海中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华阳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中国华阳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中国华阳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的上诉状、送达回证。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张友银：原告华坪县恒泰工贸有限公司诉被告攀枝花市宏
源盛工贸有限公司、玉龙县古鼓镇发军选矿厂、谢德军、陈云辉、
你、何天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5 年 1 月 12 日作出
（2014）丽中民二初字第34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原告华坪县恒泰
工贸有限公司、被告攀枝花市宏源盛工贸有限公司、被告谢德军
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泰科铁塔有限公司、陆淳：本院受理原告中航国际矿产
资源有限公司诉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安徽泰科
铁塔有限公司支付货款、资金占用费、违约金及律师费，并由你
们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等。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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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
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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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2625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浙江]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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