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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
局的高度，高度重视从严治党、制度治
党、依规治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
论述，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为新形势
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供根本遵循、注
入强大动力，进一步夯实了全面从严治
党的制度基石。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以
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
把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作为全面从
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
西柏坡，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
一个农村指挥所”
。
1948 年 9 月 8 日至 13 日，中共中央
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会
议作出关于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
要求各级党组织增强纪律性，还强调要
继续克服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
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不良现象。
2013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联
系点河北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在西柏坡著名的九月会议旧
址，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了“立规矩”
的重要意义。
“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习近平总
书记说，
“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建设好、管理好一个有 430 多万个
党组织、8700 多万名党员的执政党，离
开党内法规是不可能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我们党制定发布了一批重要党内法
规，
形成了在世界各国政党中具有鲜明特
点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框架，
为推进党的
建设和党的工作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着眼于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把制度治党、依规治党
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统筹谋划
和部署。
3 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以一系列新思想新实践推动党
内法规制度建设取得新成果，推动依规
治党迈出新步伐，推动党的建设水平和
执政能力向新的高度提升。
在中央全会、中央纪委全会、中央政
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等不
同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党内法规
制度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论
述，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丰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
结合，同向发力、同时发力”；
“要把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为事关
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
任务，加快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
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扎紧制度的笼子”
；
“要加大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度，
坚
决防止‘破窗效应’
”
；
“要把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确
立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重要内
容，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
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
局”……
从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关系到依
规治党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地位作
用，从党内法规制定与执行的关系到国
家法律法规与党内法规制度的关系，从
成文与不成文纪律规矩的关系到领导干
部培育良好家风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论
述，指明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总体方
向、廓清了一系列事关根本的重大问题
和根本关系，成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
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全会先后对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依规治党作出
全面部署。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
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
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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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制度保障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依规治党纪实
新华社记者 华春雨 孙铁翔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形成完
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确立为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总目标的重要内容，对加强党内法
规制度建设作出重要部署。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
“必
须坚持依法执政，全面提高党依据宪法
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的能力和水平”
，把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
相提并论，作为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把
依规治党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党中央始终强有力地驾驭和引领党
内法规体系建设，确保这项工作在正确
轨道上扎实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先后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一
批重要中央党内法规。
——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结合
分管领域工作，加强对党内法规制度建
设的指导，狠抓党内法规制定和贯彻落
实工作。
——中央书记处把党内法规制度建
设作为一项重要职责来抓，根据中央政
治局及其常委会的部署，研究谋划党内
法规工作，不断加大对党内法规制度建
设的统筹力度，推动一批重要党内法规
制定实施。
党中央一系列从严治党、依规治党
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带来党风政风的显
著变化、党心民心的进一步凝聚，
将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崭新境界。

全面推进 成果丰硕——党
内法规制度建设推进步伐明显加
快，制定出台一大批重要党内法规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下，在中央
书记处直接领导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坚定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
方针政策看齐，全面发力、多点突破，一
系列具有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的法规
制度陆续出台，呈现“板块式”前进的良
好态势。
3 年多来，中央出台或修订的党内
法规共 54 部（其中 2015 年 20 部），包括
党章 1 部、准则 1 部、条例 8 部、规则 6 部、
规定 21 部、办法 9 部、细则 8 部，超过现
行 150 多部中央党内法规的三分之一。
这些重要党内法规的出台，有力推
动了党内法规体系建设，使全面从严治
党的制度基础更加坚实。
——立柱架梁：
完善组织制度。
2015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议通过《中国共产
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12 月，中央
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地方
委员会工作条例》。
两部条例，一部是建立 70 年的党组
制度首次立规，从“横向”
对党组的设立、
职责、
组织原则、
议事决策等全面规范；
一
部是实施近 20 年的地方党委工作条例首
次修订，
从
“纵向”
明确了各级地方党委的
组织架构、
运行机制、
重要职责、
决策规程
等。一横一纵立起的
“梁”
和
“柱”
，
使党执
政治国的组织制度基础更完备，
使党的领
导核心作用得到更好发挥。
——刚柔相济：
划出纪律红线。
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员领
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的重要任务。
2015 年 10 月，重新修订的廉洁自律
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印发施行。两者一
柔一刚，
前者正面倡导、
重在立德，
指明道
德高线，
后者开列负面清单、
重在立规，
划
出行为底线，将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作
风、纪律等方面新要求转化为党内法规，

送达执行文书
汤自水：本院在执行徐占付与汤自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
因案件执行需要，本院决定对涉案房地产进行拍卖。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请你在公
告期满后的第 2 日上午 9 时到本院评估拍卖中心选择司法拍卖
专业机构，第 5 日上午 9 时进行现场勘验，并依照相关规定举行
拍卖，逾期即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遇节假日
顺延）。
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吴从友：本院立案执行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
分行与被执行人吴从友，查保霞，铜陵市从友实业有限公司金融
借款纠纷一案，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铜官民二初字
第 00729 号民事调解书，被执行人应于 2014 年 7 月 25 日前向申
请执行人清偿债务本金 475910.84 元及利息。至今被执行人尚未
履行其法定义务。限被执行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日内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如到期再不履行的，本
院将依法对其抵押给申请人的皖 GA0768 号车辆予以强制拍卖。
该车经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铜陵蓝天分公司评
估，其价值为 64.77 万元。被执行人如对该车辆的评估价值有异
议，可在公告期满后七日内以书面方式向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
技术处提出。逾期不提出异议也不履行义务的，本院将对该车进
行拍卖。并继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直至执行完毕
之日止。
[安徽]铜陵市铜官山区人民法院
刘慧：本院执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郎溪支行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须对
你所有的皖 PLH505 号奔驰牌汽车进行评估及拍卖。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相关法律文书：1、选择司法评估机构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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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 30 分在郎溪县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室通过
视频摇号选择司法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关权利。2、
领取房产估价报告。请你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40 日，到郎溪县人民
法院执行局领取房产估价报告。如有异议，请于 7 日内提出书面
意见，否则视为无异议。3、选择司法拍卖机构通知书。请你们在
领取房产估价报告后的第 8 日上午 9 时 30 分到郎溪县人民法院
司法技术室选定司法拍卖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安徽]郎溪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林晓南与被执行人陈春英、陈崇正、福

实现纪法分开、
纪在法前、
纪严于法。
——与时俱进：
加强监督执纪。
2015 年 8 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
巡视工作条例》颁布实施，
充分吸收巡视
工作在新形势新任务下积累的丰富实践
经验，
成为开展巡视工作的基本依据。
巡视威力进一步彰显的同时，中央
印发实施“三个提名考察办法”，落实纪
委双重领导体制，加强了党对反腐败工
作的领导，成为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
改革的重大举措。
——明确导向：
着力选贤任能。
2015 年 7 月中央印发的《推进领导
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剑指干
部能上不能下的老大难问题，明确“下”
的标准、规范“下”
的方式、疏通“下”
的渠
道，
整治为官不为，
堪称治理庸懒散的点
睛之笔。
这部规定与近年来制定的《党政领
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一起，
在干
部选拔任用各环节发力，合力推动形成
良好的用人导向和制度环境。
此外，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也
在 2015 年重新修订，全面贯彻党中央新
要求，吸收理论创新成果，坚持问题导
向、完善体制机制，
推动干部教育培训事
业进一步发展。
——填补空白：
推动创新发展。
我们党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部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试行）
》2015年9月正式公布，
条例明确了
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和政策规定，
推动统
战工作走向制度化、
规范化、
程序化。
关于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的有关规定，明确党委（党组）领导班
子、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聚焦
加强宣传思想战线党的建设、领导班子
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这对新形势下
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落实党管意
识形态原则，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
领导权、话语权具有重要深远意义。
——由点及面：用制度管权管事管
人。
2013 年 2 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舌
尖上的浪费”
、
“车轮上的铺张”
、
“楼堂馆
所的豪华”
等多次作出重要批示，
要求予
以坚决整治，
强调要“建立健全包括刚性
的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严厉的惩
戒机制在内的立体式、全方位的制度体
系”
，
“切实遏制公务支出、公款消费中的
各种违规违纪违法现象”。
9 个月后，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条例》印发施行，
成为从源头上狠刹
奢侈浪费之风的综合性、基础性党内法
规。
以条例为引领，一个“1＋20”的制度
框架不断建立完善，
从预算管理、公务接
待、公务用车、因公临时出国、领导干部
待遇等各个方面织起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的制度之笼。
3 年多来，中央党内法规工作的全
面推进带动地方和部门党内法规制度建
设步伐加快。制度治党、依规治党，
成为
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党建热词。

完善机制 提升质量——党
中央立足实际、把握规律，着力完
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推动党
内法规工作全链条协同推进，党内
法规质量明显提升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
要制定出高质量的制度规定，
使其行得通、指导力强、能长期管用。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制度不在
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
性和指导性”
。

建恒顺金属机械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因被执行人
未履行义务，本院决定对被执行人陈春英所有的坐落于闽侯县
甘蔗街道滨江西大道 66 号闽侯世茂滨江新城 31#楼 1004 单元的
房产进行拍卖用于抵偿债务，因陈春英未在规定时间内迁出房
屋，现本院决定自公告期满后第 7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强制迁出该房屋。届时，陈春英必须到现场。若逾期不至，将
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以上内容，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福建]闽侯县人民法院
本院执行的丁莹莹，身份证号 341222198907241860 申请
执行人罗克兰身份证号 52011219740116006X 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15）乌
民初字第 563 号民事判决书。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
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但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判决义务。执行过程中
依法查封了罗克兰名下所有的坐落于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寨
12号块5号商住楼2单元7层B号房屋一套，权证号120022745。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乌执字第 450 号执行裁定书（查封）、
（2015）乌执字第450-1号执行裁定书（评估、拍卖）。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贵州]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
闫福军、倪希荣：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张磊与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中，
你们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评估通知书（需对你名下位于邯郸市邯
山区邯磁路78号赵都新城景和园5-1-1101号房屋进行评估）。自发
布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在公告期满后第一个星
期五上午9时到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选择评估机构，逾期视为放弃相
关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河北]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
任黎平：本院受理的申请人张久泉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冀 0702 执 177 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
（2016）冀 0702 执 177 号执行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视为送达。限你在公告期满后 3 日内履行义务。逾
期则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邢建国、薛璐：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郭建林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告知书及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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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本院将依法对你们名下位于进
行评估、拍卖，你们应自公告期满后的第一个星期五到河北省邯
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参与机选评估、拍卖机构，逾期视为放弃选择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完善党
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注重党内法规同
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构建以党章为
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
法规制度体系，
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
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
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中央要求、群
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
本着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
的法规制度，
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
废止
不适应的法规制度。
……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3 年
多来，党内法规工作统筹协调力度空前
加强。党内法规工作推进过程中，还有
更多“第一次”，推动党内法规工作逐步
形成完整工作链条。
——中央书记处定期听取党内法规
工作情况报告。
2015 年 2 月，中央书记处办公会议
首次听取中央办公厅关于 2015 年党内
法规工作计划的专题报告。从 2015 年
起，中央书记处每年听取中央办公厅报
告上年度全国党内法规工作情况和下年
度工作安排，并作为一项制度正式确立
下来。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中央党内法规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正式建立。
2015 年 7 月，根据党中央要求，中央
书记处协调建立了由中央办公厅牵头，
中央纪委机关、中央组织部等 13 家成员
单位参加的中央党内法规工作联席会议
制度，标志着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搭建起
跨部门的会商协作机制。中央党内法规
工作联席会议主要职责是研究中央党内
法规制定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统
筹协调综合性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
研究制定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推动已出
台的中央党内法规的贯彻实施，等等。
2015 年 8 月，栗战书同志主持召开了第
一次联席会议，
对有关工作进行了部署。
——制定规划计划、明确任务。
2013 年 11 月，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
编制的《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
划纲要（2013—2017 年）》正式发布，这
是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顶层设计的一项战
略工程。
《纲要》提出了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
战略目标——到建党 100 周年时全面建
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
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纲要》还明
确了今后 5 年中央重要党内法规制定项
目。同年 12 月，中央办公厅组织召开了
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会议，就贯彻落
实《纲要》进行了部署。与《纲要》相衔
接，中央办公厅 2014 年开始编制党内法
规制定工作年度计划。
——摸清家底、夯实基础。
2012 年至 2014 年，中央部署开展了
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集中清理工作，对新中国成立至 2012
年 6 月间出台的 23000 多件中央文件进
行了全面筛查，共梳理出规范党组织工
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 1178 件。
经过两个阶段的清理，共废止 322
件，宣布失效 369 件，二者共占 58.7％；
继续有效的 487 件，其中 42 件需适时进
行修改。各省区市和中央有关部委按照
党中央统一部署，对本地区本部门制定
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同步开展全面
清理。通过集中清理，
搞清了底数，
一揽
子解决了党内法规制度存在的不适应、
不衔接、不协调、不一致问题，实现了制
度的“瘦身”和“健身”，为进一步健全党
内法规制度体系打下了基础。
——确保一致、保证权威。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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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拍卖机构、现场勘验、领取评估报告、提出异议和优先竞买
等相关权利。届时本院将依法进行评估、拍卖上述财产。
[河北]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
许凤：本院立案执行的（2015）邯山执字第 525 号申请执行人
邯郸市鼎力拍卖行有限公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选择机选评估、拍卖机构通知书，本院将依法对你名下位
于邯郸市丛台区朝阳路 16 号院 6-2-3 号房屋进行评估、拍卖，你
应自公告期满后的周五到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参与机选评
估、拍卖机构，逾期视为放弃选择评估、拍卖机构、现场勘验、领取
评估报告、提出异议和优先竞买等相关权利。届时本院将依法进
行评估、拍卖上述财产。
[河北]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
李永利：本院受理你申请执行本院（2013）周民初字第 56 号
民事调解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周执字第 61-6 号
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淼雨饮品股份有限公司、王三星、王桃花、王科、霍
军：戈建新诉你等五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在执行中，决定
依法对王桃花所有的位于焦作市山阳区解放中路 236 号远大.南
北苑（南苑）3 号楼 2 单元 20 号房产和位于解放区丰收路 169 号
峰尚国际公寓 1 号楼 4-16 号的房产进行依法评估拍卖，现向你
们公告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自公告之日起第 60 日的次日上
午 9 时到山阳区人民法院技术室 301 室选择评估机构，自选择评
估机构之日起的第二日上午 9 时到上述房产进行勘验现场，勘验
现场之日起的第七日上午 9 时到本院技术室阅看评估初步意见
书，自阅看初步意见书后的第七日到本院执行局领取正式评估
报告，自领取正式评估报告之日起的七日内提出异议，逾期不行
使上述权利视为放弃权利。 [河南]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
师琳周、东惠芳、洛阳湛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
丽芳申请执行被执行人师琳周、东惠芳、洛阳湛澜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 2016 年 2 月 17 日法院依法随机抽取

长期以来，个别地方和部门存在
着“红头文件打架”、
“红头文件违法”
等现象。
为确保地方和部门制定的党内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不同党章和中央党内
法规相抵触，保证党章和有关党内法
规逐级贯彻落实，中央专门制定印发
了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
建立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制度。
备案工作开展以来，涉及领域越
来越宽，
覆盖范围越来越广，
不仅备案
审查党委及其部门制定的党内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2015 年党组工作条例印
发后，将党组制定的党内规范性文件
纳入备案审查范围，实现备案审查全
覆盖。
同时，地方党委按照下备一级要
求积极推进本地区备案审查工作，目
前市（地）委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已全部
纳入了备案审查范围，一些省区市已
下备至县、乡级党委制定的规范性文
件。
——全程管理、规范解释。
针对党内法规解释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2015 年 7 月，中央印发第一部关
于党内法规解释的规定，对党内法规
解释工作进行全面规范，促进党内法
规统一正确实施。
从编制规划，
到法规制定，
再到协
同实施备案、清理、解释、宣传教育等
各项工作，党内法规工作各个环节运
转高效有序。
同时，
中央还建立起法规、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
强化同人大、政府、政协、军队法制机
构在备案审查工作上的协作配合；召
开全国党内法规工作培训会等，着力
形成党内法规工作合力。
各地也结合各自实际，探索创新
体制机制，
强化工作机构和力量。
不断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
制，
带动党内法规质量明显提升。
坚持开门立规。党中央制定出台
每一部党内法规都深入开展调查研
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广泛征求各方
面意见建议。廉洁自律准则、党纪处
分条例等法规制定过程中，中央领导
同志亲自挂帅，
多次赴地方调研，
多次
主持召开部门和专家座谈会听取意见
建议，并将两个文件稿普发全党征求
意见，
凝聚全党智慧、形成最大共识。
坚持问题导向。党内法规制定过
程中，
始终突出问题导向，
着力破解实
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法规制度
立得住、行得通、管得了。聚焦破解干
部选拔任用中唯票、唯分、唯年龄、唯
GDP 等问题，破解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突出问题等，中央组织部制定的一批
党内法规都在实践中收到明显成效。
坚持要言不烦。每部党内法规都
紧扣主题、精准定位、突出重点，突出
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要求。地方党
委工作条例的修订坚持实事求是、与
时俱进，原条例的 40 条经过修订调整
为 33 条，重点更加突出，条例规定的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更强了。

铁规发力 禁令生威——
党中央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狠
抓 落 实 ，推 动 党 内 法 规 落 地 生
根，制度威力全方位彰显
2012 年 12 月 11 日，
《十八届中央
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
群众的八项规定》正式印发。
这不仅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定的
第一部重要党内法规，更孕育催生出

洛阳市方平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案的司法评估机构
（备选结果是洛阳市奇越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现公告送达通
知书予以告知，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限你们或委
托代理人于公告期满后第 5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同
本院技术科、执行局、申请执行人、房产评估机构人到洛阳市涧
西区南昌路南段兴隆花园别墅 21 幢 00-101 号进行勘查，逾期视
为放弃权利，不影响勘查的进行。在公告期满后的第 40 日上午 9
时，到本院领取房产价格评估报告书，如果对评估的价格有异
议，请于逾期后的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则视为你放弃
权利，本院将在淘宝网上对上述房产依法进行公开拍卖（上述期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河南]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
谭淑霞、金洪超：本院受理的刘崇太申请执行金文发、金洪亮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黑龙江省鸡东县人民法院（2015）鸡东商初字
第214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依法作出的（2015）鸡东商初字第214号民事裁定书、
（2016）黑0321
执2-2号执行裁定书（查封被执行人金文发、金洪亮在鸡东县东海镇
幸福村的承包田12.5亩，其中水田8大亩、旱田4.5大亩）。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鸡东县人民法院
伊春市小兴安岭酒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付宝良申请执
行你单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单位未按照翠峦区人民法院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翠民初字第 221 号民事判决书履行
给付义务，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5）翠法执字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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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
将依法对你单位所有的坐落在翠峦区曙光办幸福街，房屋产权
证编号为翠峦房字第 201200182 号面积为 1592.6 平米的发酵车
间的房产进行评估、拍卖。同时告知你单位在公告期满次日起第
5 个工作日上午 9 时到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室选定评估机
构，于公告期满后第 10 个工作日上午 9 时到翠峦区曙光办幸福
街参加评估现场勘查。公告期满后第 17 个工作日上午 9 时到本
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逾期不领取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第 27
个工作日上午 9 时到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室选定拍卖机构，
同时向你单位送达拍卖裁定书，依法拍卖上述财产。逾期不到则
视为你单位放弃权利。
[黑龙江]伊春市翠峦区人民法院
刘建成、苏清梅、刘勇：本院已立案执行张万全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
《参加摇珠方式确定评估机构的通知》，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日后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名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
时至今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八项规
定时的一番话，
仍让人印象深刻——
“从我们在座各位做起来，
新人新
办法”
；
“咱们规定就是规定，
不加
‘试行’
两字，
就是要表明一个坚决的态度，
表
明这个规定是刚性的”
；
“我们说了不是白说，
说了必须做
到 ，把 文 件 上 写 的 内 容 一 一 落 到 实
处”
……
3 年多来，党中央从“我”做起、以
上率下推动八项规定精神有力执行的
过程，正是制度治党效果彰显的生动
写照。
3 年多来，党中央多措并举抓落
实、从严从实促执行，
推动党内法规制
度有效落实，
着力让铁规发力，
让禁令
生威，
全方位展现制度的威力。
—— 党 内 法 规 不 能“ 锁 在 柜 子
里”
。
中央坚持党内法规能公开尽量公
开，重要的党内法规及时在新闻媒体
上公开发布，
提高知悉度，
同时加大宣
传解读力度。
廉洁自律准则、党纪处分条例印
发后，不仅新闻媒体进行了宣传报道
和深度解读，中央纪委机关还大力开
展巡回宣讲。截至 2015 年底，中央纪
委领导同志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先后
在 100 多个地区、部门和单位进行宣
讲，950 余名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1.9
万名厅局级干部、近 40 万名党员干部
接受了宣讲培训，在全党范围内形成
强大宣传声势。
——让党内法规成为党员、干部
的“必修课程”
。
2015 年 12 月，全国党校工作会议
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校
要“把党章和党规党纪学习教育作为
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
。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章和
各项党规党纪，
正进入各级党校、行政
学院、干部学院课堂，
教育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知敬畏、明底线，
更好规范自己
的言行。
各地区各部门通过举办专题研讨
班、培训班，
将法规制度列入中心组学
习内容和干部教育课程等方式，促进
党内法规入脑入心。
2016 年 4 月，
“ 学党章党规、学系
列讲话，
做合格党员”
学习教育工作座
谈会召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8700 多万名党员将把党章党规作为
重要学习内容，让全面从严治党落实
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
——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
“橡皮筋”
。
用好党纪戒尺。过去一年，各级
纪检监察部门对违反纪律的党员干部
给予党纪轻处分和组织调整 20 万人，
党纪重处分和重大职务调整 8.2 万人。
加强督促检查。中央办公厅在推
动综合性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的同
时，指导推动各牵头单位认真落实党
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并形成落实情
况报告。
启动清理规范。党组工作条例印
发后，中央组织部对各地区各部门党
组的设立、党组成员配备、党组工作规
则等情况开展清理规范，推动制度规
定落实到位。
……
近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中强调：
“要
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
以改革创新精神补齐制度短板，
真
正使党的组织生活、党员教育管理严
起来、实起来。”这为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依规治党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依规治党正迈开更为
坚实的步伐，
这必将为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
战略布局，
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提供坚强制度保障。
（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

60 日即视为送达。若公告期满你仍未履行义务，本院将依法对执
行标的物（房屋）进行评估、拍卖。参加摇珠的时间及地点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一
日）上午 10 时到株洲县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室参加摇珠方式确定
评估机构，逾期视为放弃此权利。
[湖南]株洲县人民法院
刘建成、苏清梅、刘勇：本院已立案执行邬义姣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
《参加摇珠方式确定评估机构的通知》，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若公告期满你仍未履行义务，本院将依法对执
行标的物（房屋）进行评估、拍卖。参加摇珠的时间及地点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一
日）上午 10 时到株洲县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室参加摇珠方式确定
评估机构，逾期视为放弃此权利。
[湖南]株洲县人民法院
赵丽运、李娜：关于申请执行人初殿辉申请执行你们债务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鲅执字第 00746 号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履行裁判义务告知书。
限你们自公告期满之日起三日内按照本院（2014）鲅民二初字第
00431 号民事判决书履行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你们将被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
赵丽运、李娜：关于申请执行人崔萧申请执行你们债务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鲅执字第 00744 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履行裁判义务告知书。限
你们自公告期满之日起三日内按照本院（2014）鲅民二初字第
00433 号民事判决书履行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你们将被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
李丹：本院执行的（2016）辽0402执210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大连沙河口支行与李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辽0402执210号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
一、向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沙河口支行支付借款
本息、滞纳金、手续费共计211452.44元，律师费9458元，案件受理费
4610元，公告费600元，邮寄费20元，暂计人民币226140.44元。二、
向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沙河口支行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负担申请执行费3292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