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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建版]

群星璀璨照亮法治星空
——福建法院典型领跑行动座谈会综述

本报记者 何晓慧

詹红荔、黄志丽、张嵘、兰惠琴、钟丽华……一座座金灿灿的奖杯，
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他们中有“时代先锋”“时代楷模”，有全国先进
工作者、全国模范法官……他们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地方：福建。

作为培育出詹红荔、黄志丽两位全国重大典型的地方，如何发
挥先进典型“领”的作用、激发广大干警“赶”的动力？福建法院通过
开展典型领跑行动，引导广大法官向先进典型对标看齐。

4月8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典型领跑行动座谈会，积极
营造学赶先进、见贤思齐、争创一流的浓厚氛围，汇聚起推动司法为
民、公正司法的强大正能量。

“先进典型是时代的真英雄、社会的好榜样，是好党员的标杆、
严和实的镜子，是有形的引力波、鲜活的正能量。开展典型领跑行
动是人民法院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是争当合

格共产党员的内在要求，是解决法院队伍存在问题、补齐短板不足
的有力抓手。”福建高院党组书记、院长马新岚说，要通过开展典型
领跑行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的重要指示精神，把合格的标尺立起来，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
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起来，始终保持昂扬锐气和奋发朝气，勇于担
当，开拓创新，严格公正司法，努力让每一位干警都能成才出彩，每
一个平凡岗位都有金牌“工匠”，每一项事业都蒸蒸日上。为此，她
要求要“领”信仰真修之先，争当忠诚排头兵；“领”为民赤诚之先，争
当群众贴心人；“领”干事创业之先，争当法治主力军；“领”道德风尚
之先，争当清廉好表率，努力形成典型领跑、干警赶超，你追我赶、人
人争先的生动局面。

“先进典型的事迹厚重感人，充分体现了人民法官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的崇高品质和价值追求。”受邀参加座谈会的福建省妇联
主席吴洪芹表示，典型领跑行动不仅是全省法院系统的，也是全省
妇女界的一次典型领跑，必将推动在全社会掀起学习先进典型新
热潮。省妇联将积极响应典型领跑行动，号召全省广大妇女向詹
红荔、黄志丽等先进典型学习，学习她们坚定信仰的思想境界、奋
发有为的责任担当和修身齐家的良好品德，使各行各业能有更多
妇女姐妹成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顺应时代发展、推动时代进步的
新女性。

座谈会上，“时代先锋”詹红荔、“时代楷模”黄志丽等12位来自
全省法院的先进典型代表作了精彩发言。黄志丽同志代表先进典
型宣读了《“典型领跑行动”倡议书》，本刊选取其中6位先进典型代
表的发言予以摘登。

向先进典型学习，就是要带头与
先进典型比信仰信念、比奉献担当、比
司法作风、比纪律规矩、比廉洁自律，
争做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主力军”

“火炬手”。

要学习她们对党忠诚、坚定理想
信 念 的 政 治 品 格 。 要 以 她 们 为

“镜”，常照自己，做到始终坚定共产
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个
人理想和追求融入法治建设的历史进
程中，信仰法律，坚守法治，努力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捍卫
者。

要学习她们一心为民、心系群众
的公仆情怀。始终坚持司法为民，严
格落实司法利民、便民措施，用亲和司
法的实际行动传递司法温暖，让当事

人切实体会到法律是刚性的、无情的，
但实现法律的过程可以是温馨的，充
满柔情和人情味的，尽最大努力维护
当事人合法权益。

要学习她们恪尽职守、迎难而上的
担当精神。作为一名行政审判法官，就
是要立足岗位，努力作为，敢于担当，充
分发挥行政诉讼在化解官民矛盾中“减
压阀”和“减振器”的作用，做好“两篇文
章”“三项司法”，通过依法审理行政诉
讼案件，积极协调化解行政争议，充分
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依法支持法
治政府建设。

时代先锋、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詹红荔——

我的“传帮带”故事
2011年，我被授予“时代先锋”荣誉

称号后，十分注重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做
好传帮带工作，让延平区法院少年审判
工作的旗帜高高飘扬。

在思想理念上传帮带。通过谈心
法、示范法和激励法，进一步增强干警的
使命感、责任感和荣誉感。在审判工作
中，引导干警将“三三九不”工作法的理
念与方法灵活运用到立案、审判、执行、
信访及后勤保障各个方面工作中；并在
全院干警中开展“三比三争”活动，即“比
责任，争当忠诚为民的好法官；比能力，
争当案结事了人和的好法官；比修养，争
当清正廉洁的好法官”，积极营造浓厚的

看齐意识和创先争优氛围。
在审判业务上传帮带。建成了詹

红荔先进事迹展厅和詹红荔工作室，被
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青年干部调研实
践基地，组织青年干警定期参观学习；
向年轻干警传授办案经验，分享办案体
会，帮助他们会诊案件中的疑难杂症，
并建立微信平台，法院干警工作中遇到
疑问，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相互支招，
集思广益，成为释疑解惑的“直通车”。

在作风纪律上传帮带。“认认真真办
案、干干净净做人、清清爽爽做事、开开
心心工作”是我的人生信条。面对近几
年案件数量骤增但人员未增的严峻形

势，我始终坚持敢担当、勇创新、严自律，
以此带动全院干警发扬忠诚尽责的精
神，出色完成审判任务。2015 年，延平
区法院受理各类案件 11700 余件，一线
法官人均年结案超200件。

时代楷模、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黄志丽——

带头争做“四讲四有”党员法官
作为基层法院一名普普通通的法

官，党和人民给了我许多的荣誉，我将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头争做“四讲四有”
的党员法官。

带头讲政治、有信念。在长期的司法
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要实现案结事了
人和，实现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和政治效
果的有机统一，就必须坚定信仰信念，坚
定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忠于党、忠于
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

带头讲规矩、有纪律。作为一名党
员法官，必须时刻绷紧政治规矩和政治
纪律这根弦，时时对照“三严三实”要求

来修身正己，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带头
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带头按纪律规矩用
权、办事，公平公正地审理好每一个司法
案件。

带头讲道德、有品行。带头恪守社
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
德。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深入细致的调
查、符合逻辑的推断、顺应情理的权衡，
更好地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守
道德的生活，推动形成向上向善的强大
正能量。

带头讲奉献，有作为。选择了法官
这份职业，就选择了奉献。要深刻认识

身上肩负的重要职责和使命，保持先模
人物、领军人物应有的境界和风范，勇于
担当，主动作为，迎难而上，努力为推动
法院改革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模范法官、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张 嵘——

劳模精神的司法传承
2010 年，在上级组织的关心培养

下，我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的荣誉。
从此，劳模身份成了我的外在标签，劳模
精神更融入自身基因，时刻激励着我前
行。

爱岗敬业，甘当忠诚履职的“孺子
牛”。爱岗敬业是劳模精神的首要特
征。2012年担任副院长后，充分发挥省
级劳模林晞吟的作用，在分管口组建了

“林晞吟劳模创新工作室”，把工作室作
为培养年轻干警的“黄埔军校”，先后吸
纳了24名优秀年轻干警。前不久，工作
室被评为全省先进劳模工作室。

勇于创新，甘当开拓进取的“拓荒
牛”。勇于创新是劳模精神的不竭动
力。2013 年我以分管的莲前法庭作为
试验田，进行法庭义工有益的尝试。
经过两年多的推广，思明区法院法庭
义工已经发展到 400 余人，累计服务时
间超过两万小时，义工机制不仅扩展
至厦门两级法院，还辐射到税务等其
他国家机关。

无私奉献，甘当吃苦耐劳的“老黄
牛”。无私奉献是劳模精神的质朴底
色。多年来，思明法院案件量一直位居
全省法院前列。不论面临的问题多么复

杂、矛盾多么尖锐、工作多么枯燥，我始
终以昂扬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无
论是“五+二”“白+黑”的常态加班，还是
矛盾激化的突发信访，总是带头冲在一
线。

全国模范法官、古田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兰惠琴——

做群众的贴心人

詹红荔、黄志丽是福建近年来涌
现出的两位全国重大典型，是我们广
大法官的学习楷模。要学习她们对党
忠诚、信念坚定的政治品格，一心为
民、心系群众的公仆情怀，恪尽职

守、迎难而上的担当精神。
一要对党忠诚，坚守理想信念。

要永葆对党和人民忠诚的政治品质，
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捍卫者的神圣使命。作为法官，要公
正廉洁地审判每一起案件，让人民群
众感到受尊重，明白胜在哪里、败在
何处，切实做到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长治久
安、发展进步。

二 要 真 心 付 出 ， 圆 满 化 解 矛
盾。 黄志丽说过：“司法不是一种剧
场式的表演，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定分
止争，实现人和。”老百姓走进法院

的大门，要的不仅仅是对是非对错的
一个公断，他们也都期待着从根源上
化解纠纷。所以，法官在审理案件
时，不仅要把自己定位为公正的裁判
者，还应当做真心的倾听者、温和的
调停人。

三要精心服务，传递司法温暖。
通过学习詹红荔、黄志丽一心为公，
无私奉献的精神，我更加明白群众需
要的就是我们应该努力做的。没有一
种根基，比植根于人民更坚实；没有
一种力量，比从群众中汲取更强大。
耐心释法，真心付出，精心服务，真
正把群众当亲人，才能赢得民心。

全国模范法官、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钟丽华——

弘扬春风化雨的大爱情怀

作为和詹红荔一样长期从事少年
审判的基层法官，从她的身上，我更
加理解新时期什么样的法官才是最优
秀的，怎样做才能成为一名新时代称

职的法官。
要坚定信仰信念。作为一名基层

法官，要学习詹红荔精神，要始终忠
诚于党，始终忠诚于宪法和法律，牢
记政治责任，牢记职责使命，不断提
升自己的司法能力，依法公正审理好
每一个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
的公平正义获得感，更好地为民司
法、为党分忧。

要敬业尽职尽责。詹红荔精神启
示 我 ， 工 作 要 往 前 一 步 ， 多 做 一
点。面对失足青少年时，不仅要做

威严的法官，更要做温柔的母亲和
心灵的导师。只要新生少年他们有
需要，不论案里案外，都应该第一
时间出现，竭尽所能地为他们提供
帮助。

要不断开拓创新。坚持用什么学
什么，不断向司法实践学习，向人民
群众求教，向新知识领域探索，增添
司法智慧。近年来，我和少年庭法官
们探索设立了“就业帮教基地”，为
异地新生少年提供帮教条件，创造就
业机会。

全国三八红旗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林爱钦——

争做公正司法的“火炬手”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6年4月26日（总第6646期）

申请人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号码为40200051/27639841；票面金额为人民币200000元；
出票人为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马鞍山农村商
业银行资金清算中心；收款人为马鞍山市花山建筑安装有限责
任公司；出票日期为2015年8月25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2月
25日。现持票人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受理后，已
予以公告。现公告期满，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依法作出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申请人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公告
之日起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安徽]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

票1张（票据号码为02813292、金额为20000元、收款人为洛阳中
重自动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人为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0年1月28日、付款行为北京银行
石景山支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
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做出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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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北博韬合纤有限公司因其所持有的票号为

30500053 23839313，出票金额为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出票人为
广西鑫深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柳州市嘉诚汽车饰件系统有
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民生银行柳州分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
2015年7月16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1月16日，经收款人背书
转让后由申请人湖北博韬合纤有限公司最后持有的银行承兑汇
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现
予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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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聊城市东昌府区金玉铸造厂因其持有的票据号码为

31300052/25582426，出票日期为2015年11月12日，汇票到期日
2016年5月11日，票面金额为10000元整，出票人为临西县中北
轴承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河北神州自动化设备科技有限公
司，付款行为河北银行邢台分行的银行承兑汇票不慎遗失，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现予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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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荣毅贸易有限公司因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不慎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
票据号码为30800053/96166540，出票日期为2015年8月4日，出
票人为苏州普发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余姚永联电业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招商银行苏州相城支行，出票金额为人民币贰万元整，
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2月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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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立邦涂料（天津）有限公司因持有江南农商行常州分
行 营 业 部 签 发 的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壹 张 遗 失 ，票 号 为
3140005126839686，票面金额为 30000元整，出票人为天宁区雕
庄钜强建材批发部，出票日期为 2014年 10月 15日，收款人为天
宁区雕庄迪华陶瓷批发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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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北同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在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签发的票号为 00100063 20802894，出
票日期贰零壹伍年零玖月零伍日，票面金额肆拾万元整，出票人
太原东山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河北同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商业承兑汇票壹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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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陕西中联重科土方机械有限公司因票据丢失，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该票据记载：票号 10300052
25036943，票面金额 10000 元整，出票日 2016年 3月 18日，到期
日为2016年9月18日，付款行为中国农业银行渭南前进路支行，
出票人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公司，收款人为陕西中

联重科土方机械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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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众雄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票号分别为
0010006321384308、0010006321384297 的商业承兑汇票 2 张，票
面金额均为人民币 100,000 元，出票日期分别为 2015 年 10 月 8
日、2015年11月3日，付款日期分别为2016年3月30日、2016年
4月30日，付款人上海东洲罗顿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深圳
市众雄科技有限公司，支付银行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延安路支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条、第
二百二十一条之规定，现依法予以公告。现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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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因其所持上海银行奉贤支行
的支票于2016年3月31日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支票号码为 32503130
03354239，金额为人民币 9,887,276.17元，付款人上海市奉贤区
中心医院，收款人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6年3
月30日）。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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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杨宇重因遗失收款人为杨琰、出票日期为 2016年 1

月 15日、号码为 32503172-20004663、金额为 150,000元、付款行
为上海银行彭浦支行的银行本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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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杨文学因遗失收款人为杨琰、出票日期为 2016年 1
月 15 日、号码为 10203172-21169232、金额为 50,000 元、付款行
为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彭浦支行的银行本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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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沂润地矿业有限公司遗失其持有的天津宝坻浦发
村镇银行营业部承兑汇票 1张，票号为 3200005123022483，票面
金额为50万元，出票日期为2015年11月24日，出票人为天津市
泉雨铮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南京维邦软塑科技有限公
司。申请人于2016年4月1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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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做出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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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津恒鼎物流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天津银行海滨支

行的转账支票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
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为08322179，出票人为天津恒鼎物流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天津金浩源石油化工销售有限公司，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10313元整，付款银行为天津银行海滨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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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塘沽)

申请人江苏琪豪科技有限公司因所持的银行承兑汇票二张
（号码为 、 ，出票日期为2016年1月4日，汇票到期
日为2016年7月4日，出票人为浙江弗劳思服饰有限公司，付款
行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路桥城南支行，汇票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30000 元、30000 元，收款人为南通都邦丝绸炼染有限公司，最
后持票人为申请人）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依照法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至 2016
年 7月 20日止，利害关系人向本院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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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玉环德伟橡胶厂因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汇票号码为
31000051/26106729、出票日期为 2016年 4月 14日、汇票到期日
为 2016年 10月 14日、出票金额为人民币 20000元、出票人为台
州吉优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玉环德伟橡胶厂、出票行为
浦发台州玉环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自公告之日起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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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浙江]玉环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玉环德伟橡胶厂因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汇票号码为
31000051/26106730、出票日期为 2016年 4月 14日、汇票到期日
为 2016年 10月 14日、出票金额为人民币 20000元、出票人为台
州吉优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玉环德伟橡胶厂、出票行为
浦发台州玉环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自公告之日起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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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浙江]玉环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玉环德伟橡胶厂因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汇票号码为
31000051/26106731、出票日期为 2016年 4月 14日、汇票到期日
为 2016年 10月 14日、出票金额为人民币 20000元、出票人为台
州吉优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玉环德伟橡胶厂、出票行为
浦发台州玉环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自公告之日起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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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浙江]玉环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玉环德伟橡胶厂因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汇票号码为
31000051/26106732、出票日期为 2016年 4月 14日、汇票到期日
为 2016年 10月 14日、出票金额为人民币 25864元、出票人为台
州吉优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玉环德伟橡胶厂、出票行为
浦发台州玉环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自公告之日起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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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浙江]玉环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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