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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诉讼服务高水平 公正为民齐推进
本报记者 陈群安 本报通讯员 陈晓露 胡晓斌 顿朝霞

【人物访谈】

以信息化建设为引擎
推动审判质效提升
——访湖北省大冶市
人民法院院长王军

问：您出任大冶市人民法院院长以
来，采取了哪些重大举措推动法院工
作？其中最大的工作亮点是什么？

答：自 2013年 4月担任大冶法院院
长以来，我立足抓班子、带队伍、干实事
三件大事，以创公信法院为目标，先后推
出信息化建设、文化建设、诉讼服务中心
建设等具体举措。其中，最大的亮点是
我们把握住了“互联网+”时代的新形
势，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法院工作深度
融合，推进了司法为民。

问：大冶法院是如何推动信息化建
设的？

答：一是强化领导。积极争取地方
党委政府支持，并成立由院长任组长的
信息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由3名网管
员组成的工作专班；二是打好基础。专
门建成一个中心机房，9个汇聚间，并将
中心机房与各汇聚间、会议室、大办公室
之间通过光纤连接；三是科学规划。在
充分调研基础上，制定《大冶法院信息化
建设三年规划》，科学规划，稳步实施；四
是强化建设。先后建成4个数字化法庭、
1个数字化审委会、1个多功能指挥中心，
并开发庭审直播、庭审点播系统、司法便
民服务系统、远程视频指挥系统和信息
公开发布系统；五是突出便民。通过案
件触摸查询、候审自助服务、远程视频接
访和调解、审判信息公开、无盲点高清监
控、档案电子管理等，努力实现司法为民
现代化；六是开拓创新。在陆续推出科技
法庭全覆盖、手机APP审判管理、远程文书
批注、电子签章等建设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全院干警对信息技术的掌握和运用能力。

问：大冶法院如何以信息化建设倒
逼法官提高审判质量？

答：我院的做法主要体现在“四个规
范”上：一是立案登记倒逼立案规范。建
立“数字法院业务应用系统”统一分案机
制，由立案一庭集中立案、分案，并实现
远程立案、预约立案功能；二是庭审直播
倒逼审判规范。通过信息公开发布系
统，当事人可以观看庭审直播，或者申请
回放庭审录像；三是执法记录倒逼执法
规范。配备 11台 3G/4G单兵设备和 32
台执法记录仪，实现执行全程同步录音
录像，开发“大冶法院执行指挥系统平
台”，实现远程指挥；四是视频巡查倒逼
行为规范。院机关安装130多个高清监
控设备，实现无盲点监控，11 个乡镇人
民法庭全部安装监控摄像头和自行开发
的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诉讼服务突出“务实”
让当事人方方便便进法院

2014年 1月 4日，在经过数月的改
造升级后，大冶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正式
投入使用，这时便已经符合了3月份出
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人民
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的
基本要求。

诉讼服务中心分为上下三层，在大
厅设有导诉台以及清晰明朗的索引图和
功能区划图，引导群众诉讼。共有安检
区、立案区、综合接待区、候审自助
区、庭审区、档案查询区六个功能区。
该中心布置上处处为当事人着想，电子
储物柜、便民伞、饮水机，贴心的小设
施无形中拉近了群众与司法的距离。候
审自助区的写字台、起诉文书样本、高
速扫描仪、复印机等，方便群众书写文
书、复印材料。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立
案登记等法律常识，告知群众如何办理
立案等诉讼事宜，提高办事效率。接待
大厅电子吊牌一目了然，引导当事人有
序办事。立案窗口上方显示屏同步向当
事人显示立案的每一个步骤，便于当事
人核对各类信息，保障当事人立案知情
权，真正做到了立案全程方便快捷、公
开透明。

在夯实硬件的基础上， 2014 年
底，大冶法院对立案一庭、立案二庭的
工作职责进行了调整，由立案一庭专司
立案工作，立案二庭专司信访工作。将
年富力强的民二庭庭长调任立案一庭庭
长，并任命其为审委会委员，深入推进
立案工作。大冶法院还在当地政府人事
部门的支持下，通过劳务公司从社会上
招聘了 10 名速录员、导诉员，并对他
们进行纪律作风、庭审记录、司法礼仪
的培训，充实了诉讼服务中心工作力
量。为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
作，今年3月，该院建立了全院集中立
案、统一分案机制，出台了独任审判
员、审判长签发法律文书的规定，4月
废止了含有立案审查内容的风险评估机
制，通过“二立一破”，落实“有诉必
理”，有效地解决了立案难等问题，切
实保障了群众诉权。

立案一庭庭长柯建华告诉记者：
“大冶法院党组前瞻性谋划，打造了诉
讼服务优质平台，确保了立案改革稳
步推进。今年以来，共受理各类案件
2346 件，同比上升 31.9%。但是，在 5
月 4 日全国法院立案登记制实施当
日，我院登记立案 24 件，较今年日均
受案 21 件基本持平，实现了平稳过
渡。”

信息化建设突出“实用”
让老百姓明明白白打官司

“信息化建设绝不搞花架子，每一
分钱投入都要讲求实用，以科技手段倒
逼审判质效、服务人民群众、提升司法
公信力。”在谈到信息化建设时，王军

院长如是说。
近年来，大冶法院扎实推进信

息化建设，制定 《信息化建设三年
规划》，坚持按部就班、稳步发展，
先后投入 1000 余万元建成服务器 12
台，存储系统 3套，功能性会议室 4
个，视频监控室 2个，科技法庭 4个
以及便民服务系统、视频监控系
统、信息公开发布系统、多功能指
挥系统、数字法院业务应用系统、
庭审直播、庭审点播系统等软硬件
设施，同时加强培训，提高了干警
的信息化应用水平，实现了审判管
理智能化、行政管理无纸化、法庭
审理数字化、司法服务便民化和司
法行为规范化。

信息公开发布系统，实现了在
全院 30 多个显示终端同步发布各类
司法公开信息。多功能指挥中心，
实现了执行工作的全程记录、全程
指挥和全程再现，使网上执行局可
查阅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大量执行
信息。庭审直播、庭审点播系统，
满足了当事人的个性化要求，使他
们可以选择到审判庭旁听、到司法
广场和候审区观看同步直播、或事
后到导诉台看庭审录像。如今，大
冶法院所有的业务庭室全部配置了
扫描仪，诉讼资料均形成了电子档
案，使档案查询更加便捷。

通过这些软硬件设施，可将法院
立案、审理、执行全部活动开放、动
态、透明、便民地呈现在当事人眼
前，让当事人打官司更加明明白白。

审判新常态突出“实效”
让当事人安安心心等裁判

近年来，大冶法院以提升司法公
信力为目标，进一步完善审判管理体
系，借助信息化科技手段，构建审判
新常态。

第一，完善绩效考核系统和审
判管理系统，科学统计法官审判业
绩，形成审判大数据，并将信息化
业绩数据作为选人用人、评先报
功、提拔晋级的重要标准，从而促
进干警创先争优；第二，构建审理
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
息公开三大公开平台，以公开促公
正树公信；第三，筹划建设手机
APP 审判系统，实现手机办公与 PC
电脑办公无缝对接，打破地域限
制，提高了办案效率；第四，在法
官通道设立“效率引导、案件督
办”的红、黑榜，将结案数靠前、
落后的法官和承办案件临近审限的
法官名单在显示屏上进行公布并逐
日更新，对出现瑕疵的法律文书进
行全院通报；第五，借助远程视频
系统，不定期开展司法视频巡查，
随时调阅庭审视频资料、结案卷宗
资料，远程抽查法庭工作情况；第
六，要求执行法官外出办案，一律
佩戴执法记录仪，方便审判管理办

公室随时进行抽查；第七，要求处
理重大执行案件和突发应急事件
时，配备 3G、4G 单兵系统，实现
远程视频统一指挥；第八，实行严
格门禁管理，要求法官一律在视频
监控接待室会见当事人，禁止在行
政办公室私自接待，为促进廉洁司
法筑起“隔离带”和“防火墙”。

这样红着脸褒奖，黑着脸严管的
管理措施，有效提高了法官整体素
质，并赢得了当事人的肯定。近年
来，大冶法院承担了黄石法院系统三
分之一的审判任务，审判质效一直名
列前茅。

文化建设突出“实质”
让老百姓满满意意看法官

近年来，大冶法院坚持“文化兴
院”方针，切实加强法院文化建设，
出台《法院文化建设规划》，统筹安
排，有序推进，逐步提升文化软实
力。实现了从“打打球、唱唱歌”的
形式文化到“洗洗脑、读读书”的实
质文化的重大转变，为审判执行等各
项工作跨越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
力和文化支撑。

该院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为干警
们打牢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
民、忠于法律的思想基础。提炼出

“厚德、尚法、至公、为民”的院训
和“博学强识、慎思明断、团结务
实、清廉守正”的法院精神。

为强化业务能力建设，大冶法院
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院校共建双向
交流合作机制，鼓励干警再学习。该
院还建立了全省首个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研究生创新教育基地，接受在读研
究生来院实习，与干警共同探讨法学
理论和法律实践。截至目前，该院共
有 31 名干警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
干警撰写的学术论文也在全国法院学
术讨论会、省法官论坛等多个层次获
奖。

大冶法院在夯实文化物质的基础
上，结合信息化建设，建成了法院文
化走廊、“法官之家”和“法院之
窗”，通过电子屏不定期播放时政要
闻、先进典型和院内重大活动，并展
示法官心语和生活写真。同时，在办
公区走廊悬挂法律格言、法治典故、
廉政警句，营造浓厚的文化气息。完
善了荣誉陈列室、实物档案室、体能
训练室等文化活动场所，让干警工作
之余提提神、换换气、出出汗、养养
身，以更加饱满的精神和更加健康的
体魄投入到新的工作。

“短短 2 年多时间，我院‘两
化’建设成效十分明显，两者如鹰之
双翼，共同促进了法官队伍整体素质
大幅提高。”但王军院长并不满足于
取得的成绩，他谈道：“新形势下，
大冶法院将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在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伟大实践中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党中央建设法治社
会掷地有声的伟大号召，也是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党组向社会做出的庄严承
诺。近年来，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大冶法院以信息化建
设为支撑，以诉讼服务中心建设为抓手，以创建公信法院为目标，突出务实、

实用和实效，努力打造诉讼服务新常态，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该院先后荣获了“全国优
秀法院”、“湖北省文明单位”、“湖北省法院系统先进法院”等荣誉称号，涌现了“全国法
院办案标兵”、“全国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先进个人”程军等先进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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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禧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太仓分公司、何超：本院受理原告
赵娜诉你们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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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江苏]太仓市人民法院

张亮、杨洁、徐伟、缪娴：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证据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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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海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沪宁机电建材有限公司、
上海力帅钢铁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宏昭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郑
辉、侯书雅、宋妙、刘本万、叶燕霞、刘本森、徐晨最、林丽娇、林开
云、郑秀姜、邓莲花、林智理、李柳云、张光良：本院受理原告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已作出民事判决。被告李英、被告阮昭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王向东：本院受理冯雪依据生效的本院（2014）伊民初字第
639号民事调解书申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伊
法执字第 93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限你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到本院执行局履行法律
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伊春市伊春区人民法院
王向东：本院受理吴春艳依据生效的本院（2014）伊民初字

第637号民事调解书申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伊法执字第 91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限你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到本院执行局履行法
律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伊春市伊春区人民法院

王向东：本院受理刘继英依据生效的本院（2014）伊民初字第628
号民事调解书申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伊法执字第
92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到本院执行局履行法律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
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黑龙江]伊春市伊春区人民法院

杨建民：方爱琴依据本院已生效的（2012）老民初字第328号
民事调解书申请执行周淑芳、洛阳疆天工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被列为第三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老执
字第 234-3号执行裁定书及（2013）老执字第 234-1号执行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自
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
邵现洲：本院受理张劲松申请执行（2013）殷民二初字第603号

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殷执字第447号执行
通知书及执行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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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安阳市殷都区人民法院

张有矿：本院立案执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张有矿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经江苏永和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位
于东山街道金箔路326号1幢204室价值1731800元，该房将在淘宝
网司法拍卖平台予以拍卖，第一次起拍价为评估价1732800元；第二
次和第三次拍卖、可在上一次起拍价的基础上下浮20%；如三次拍卖
均流拍，将进行一次网上变卖，价格按第三次拍卖的起拍价；如变卖
不成立，将依法裁定将该房抵债。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视为向张
有矿送达上述内容。 [江苏]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青岛可定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韩国青龙株式会社
青岛办事处诉青岛可定文化用品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
申请执行人韩国青龙株式会社青岛办事处申请执行（2014）城商
初字第234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城执字第
2203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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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与被

执行人吕瑞聪、曹常梅、济宁建联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微山县亨通
航运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法对吕瑞聪所有的“鲁济宁
货1295号”船舶予以扣押，现被执行人未按法律文书规定期限内

履行债务。本院作出(2014)青海法执字第283-1号执行裁定书，决
定拍卖该船舶。现已成立该船舶拍卖委员会，定于2015年7月10
日上午10时在青岛市崂山区云岭支路3号青岛海事法院，对该船
舶进行公开拍卖。“鲁济宁货1295号”船舶长39.30米、宽8.00米、
深2.90米、260总吨。凡愿参加竞买者，可于的2015年7月9日16时
前，向该船舶拍卖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办理买船登记，并交纳买船
保证金共计7万元人民币；看船时间于登记截止日前，地点：微山
县留庄镇马口一村港口。凡与“鲁济宁货1295号”船舶有关的债权
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逾期不登记
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中受偿的权利。特此公告。联系人：刘允
志 联系电话：053255786419。 青岛海事法院

山西同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马健、戴志红：本院受理山西
金威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我院（2013）尖商初字第14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由于你拒不履行已生效法律判决书明确的
义务，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尖执字第 62-2 执行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山西]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
杨冬生：本院受理的韩权德依据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的（2013）绵民初字第 120号民事调解书申请执行你、杨春生、顾
剑波、四川旗山节能材料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委托
绵阳市公量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你所有的，位于绵阳市
涪城区剑门路西段 50号栖霞苑 1幢 1单元 7层 2号住宅房地产
【房产证号为绵房权证市房监字第 200516610 号，建筑面积
125.78㎡；土地使用权证号为绵城国用（2005）第 67848号，面积
50.89㎡】进行评估，现已作出绵公评（2015）字第554号房地产司
法鉴定报告【评估价值为 516327元（评估单价 4105元/㎡）】。现
予公告送达，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向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成都嘉可阳贸易有限公司、华茂泽、唐丹、华怡：本院受理恒
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与你们公证债权文书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成铁中执字第 65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解
决债务问题，逾期则视为送达。

[四川]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饶建华、刘榕珍、余坐华、余仙兴、黄泽亮、林兴蕊：原告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山支行诉饶建华、刘榕珍、李烈珍、
肖传涨、黄泽光、黄阿赛、余坐华、余仙兴、黄泽亮、林兴蕊等人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4）金民二(商)初字第148号民
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已受理原告的执行申请，现向你四
人公告送达(2014)金执字第3931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和沪
TX（2015）SF03834、沪TX（2015）SF03982房地产估价报告，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余坐华、余仙兴名下位于上
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古楼公路1876弄46号1-2层涉案抵押房产于
估价时点2015年4月15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4,230,000元，黄泽
亮、林兴蕊名下位于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长兴东路1288弄273号
涉案抵押房产于估价时点2015年4月15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4,590,000元,如对该二份房地产估价报告有异议，可以在公告期满
后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院提出。责令饶建华、刘榕珍公告期满后
3日内，自动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拍卖、变卖上述房产。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沧州市分行与硕丰线缆有限公司、张西华、杨金洗、杨老九、
周雪荣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依法对登记在被执行人硕丰
线缆有限公司名下的房屋、土地使用权委托河北省产权交易中
心进行了三次公开拍卖，均流拍。根据法律相关条款的规定，本
院依法变卖上述财产。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财产范围：登
记在被执行人硕丰线缆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沧保路南侧、沙洼
乡保安屯村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土地证号：河转国用
（2009）第 036号、房产证号：03100170）。二、变卖价格：按现状以
298万元的价格整体变卖。三、变卖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
日内。四、竞买方式：有意竞买者，请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
件（单位持营业执照注册登记证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或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到本院执行一庭向本院提交

申请书，交纳保证金人民币30万元，办理登记手续，咨询、查阅资
料，查看标的现状。保证金交纳账号：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账
号：50603601040016418；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沧州分行。五、
变卖方式：以最先最先持相关有效证件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书，
交纳保证金并在一周内支付全部价款的申请竞买人为买受人。

[河北]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

伍冬兰、李选芳、李飞：本院受理刘小良、邓朝阳诉你们股权
转让纠纷一案，因你们不服（2014）衡中法民二初字第90号判决，
提起上诉，本院二次向你们送达缴纳上诉费通知，均被退回，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衡中法民二初字第90号缴纳上
诉费通知：限你在公告期满之日起七日内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缴纳上诉费用225530元（户名：湖南省财产国库管理局非税收
入汇缴结算户，账号：7401110183100002956，开户银行：中信银
行长沙分行营业部），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公告期限为登
报之日起60日。 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行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行与莆田市华商贸易有限公司签
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行已将依
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合同号：公承
兑字第ZH1300000141800号、公承兑字第ZH1300000248848号、
公承兑字第ZH1400000003968号，转让债权本息金额人民币共
10602607.48元）依法转让给莆田市华商贸易有限公司，现通知债
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
向莆田市华商贸易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
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
责任）。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分行

顾箭：本院受理郭亨健、王军莺、郭豫晟、郭亨蕾、上海市虹口
区建设和交通委员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上诉一案，已于
2015年5月12日作出二审判决，判决内容：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
你现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
条第（八）项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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