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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从《小镇大法官》看如何做合格法官
王 威

防汛减灾，未雨绸缪好过亡羊补牢
又到一年夏至。国内多地遭遇暴
雨，防汛减灾工作的具体实效，正在成
为一块试金石，检验着各地相关预案的
有效性、组织调度的科学性、也检验着
一线干部的责任心和应急处置的能力。
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
广……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给多地防汛
减灾带来相当突出的挑战。国家防汛抗
旱总指挥部办公室的通报显示，18 日以
来，西南东部至江淮一带出现了强降雨，
浙江、
福建、
江西、
湖南、
广东、
广西、
四川、
重庆、贵州、云南等 10 个省份 354 个县
（区）475 万人受灾。
灾情为应对工作敲响
了警钟。
四川永宁河、
重庆綦江等 48 条河
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多地出现的房屋倒
塌、水库洪水漫坝等现象，警示着灾害
的突发性以及预防工作的重要性。
防汛减灾，第一要义在“防”。这
就需要切实做好监测预警，实施科学防
控。作为防汛减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气象和水情雨情监测预报等须臾不可松
懈。在监测到位的基础上，也当努力做
到预报准确、预警及时，完善各项应急
预案。责任到岗、任务到人，应对工作
才能有条不紊。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隐患排查也
是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一环。20 日，江
西鄱阳县滨田水库泄洪道河堤出现堤身
溃口，大量群众被紧急转移，就是一个警
示。夏至之际，长江中下游、江淮流域已
迎来梅雨时节，加强堤防、水库、水电站、
涵闸等防洪工程的巡查排险必不可少；
对于山区而言，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
生灾害的发生，更需要提前介入、
逐一排
查。坚持排查常态化，不留隐患、不留死
角，才能实现险情早发现、早处理。
“天有不测风云。”为有效应对突发
的汛情与灾害，应急处置及避险转移工
作也需提前部署。一旦出现险情，
如何处
置、减少损失？如何最快速转移人员，避
免伤亡？相应的工作必须细化、具化、制
度化。诸如此类的工作，不能只停留于开
开会、发发文件，贵在真正落实，切不可
沦为“形式主义”
。因而，相关的检查督办
工作也要及时跟进。
防汛减灾无小事，当少一些口号，
多一些实效；多一些主动未雨绸缪，少
一些被动亡羊补牢。唯有如此，各地才
能真正应对好频频出现的暴雨天气以及
洪涝灾害，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及财
产安全。 ——新华社记者 梁建强
⇨上接第一版
“不管是陌生当事人，还是亲朋
好友，他审理案件都没有倾向性，只
有法律和良知。”已和蒋青春打了 30
多年交道的巨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淑
兰说。
官司在身的小舅子找蒋青春求
情，却吃了“闭门羹”，输了官司后
好长时间不和姐夫说话。连襟因一
起土地侵权赔偿案找他，想多拿些
赔偿金，他却和主审法官说按事实
该咋判就咋判。案子一宣判，连襟
找上门，指着他的鼻子大骂：“都是
沾你的好光！”后来，小姨子家也遇
上个案子，干脆绕着他走。别人问
为什么？小姨子气哼哼地说：“我那
姐夫六亲不认！”可后来，阳光下的
蒋青春公私分明不走样，他们还是
理解和认可了这个不徇私情的自家
人！
蒋青春常说：“群众不看你怎样
判案，主要看重你是否公正无私。我
是人民法官，人民法官就是要肩扛正
义、为民服务。这是我的政治责任，
也是我的职业道德！
”

法治轻喜剧《小镇大法官》在社会
上，尤其是在法律界引起了强烈的反
响，该剧给人们带来娱乐的同时，
更引
发了我们法官同仁关于如何做一名合
格法官的思考。
首先，一名合格法官要有公正无
私的职业操守。在电视剧《小镇大法
官》里，主人公王德忠是个孤儿，养父
将他养大还送他上学，让自己的亲儿
子将当兵出头的机会让给他。王德忠
对养父母的养育之恩，从来也没有半
点忘记过，他也准备用自己的一生来
报答。但是做为庭长的王德忠不惜背
负着忘恩负义的骂名，两次将养父的
亲生儿子送进监狱，养父伤心的要和
他断绝关系，但他仍然坚持了铁面无
私的原则。英国有一句谚语叫做“神和
法官不可交友”
，神不可交友是因为保
持与芸芸众生的距离，使人产生对他
的敬畏感，而法官之所以不可交友则
是因为感情的因素会让法律的天平倾
斜。我们毕竟生活在社会中，
不可能完
全杜绝与他人的来往，但我们法官更
应该牢牢地记住慎独的古训。习近平
总书记在《办公厅工作要做到
“五个坚
持”
》一文中形象地说道：
“有的领导干
部跌入腐败犯罪的泥潭，原因就是交
友不慎。孙悟空把唐僧放在那，
用金箍
棒划一个圈，妖魔鬼怪就进不来了，
自
己要给自己划一个圈”
。其实大家都知
道，单纯依靠完备的监督机制和法律
体系来杜绝法官权力的“红杏出墙”，
做不到也不科学，至少自由裁量和自
由心证的原则，仍然被法治国家所遵
循，这还要靠我们自己时时反省，
在心
里构筑一道法官良知的
“防火墙”。

⇨ 上接第一版 要围绕践行入党誓
词，增强党员意识。
要解决好理想信念
问题，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坚定
共产主义信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个自信”
；要从自觉参加组织生活、
按时足额缴纳党费、主动接转党组织
关系等最基本的事情做起，履行好党
员各项义务；
要解决好入党动机问题，
克服功利性，
不断改造主观世界；
要自
觉遵守组织原则，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任何时候都不跟组织讲条件、要待遇。
徐家新指出，要把解决问题贯穿
学习教育始终，并作为学习教育成效

“只要心里装着老百姓，老百
姓就爱着你、支持你！基层法官
在基层，我们和老百姓是一家
人！”
2008 年 8 月，胃部常感不适、持续
消瘦的蒋青春住进了医院。化验结果
显示：胃癌。经过 1 次手术、6 次化疗
的他，胃被全部切除，一头浓密的黑
发变得稀疏斑白，原本 80 多公斤的汉
子变成不到 60 公斤的小老头。人们扼
腕痛惜，蒋青春却淡定得出乎所有人意
料。
蒋青春做完第 6 次化疗还不到 1 个
月，就来上班了。“有病归有病，该干
的工作还得干，总不能让病给吓死。”
他回应同事们的关切。
没有了胃，他十二指肠直接与食道
贲门相连，两三个小时就得进一次餐。
基层法庭遇上高难度案子求助于他，揣
着急救包就下乡了。农牧民没见过边啃
饼干边讲法理的法官，惊讶又钦佩地直
竖大拇指。
2009 年 5 月，一起难缠的遗嘱效力

电视剧《小镇大法官》以诙谐幽默的喜剧形式，展示了以主人公王德
忠为代表的优秀基层法官身上，所具有的公正无私的职业操守、坚定不
移的职业信念和司法为民的职业情怀。

其次，一名合格法官要有坚定不
移的职业信念。良知的“防火墙”可以
帮我们挡住外界的诱惑，却挡不住外
界对我们的不理解，
甚至是人身攻击。
电视剧中王德忠的女儿因为当年父亲
工作忙，没能在自己生日时回来买生
日礼物，而母亲去买生日礼物时出车
祸身亡，
很多年都无法原谅父亲。
其实
肖丽云对父亲王德忠的怨恨，更多是
因为父亲的工作让他对家庭照顾的太
少，又时常有不理解不满意的当事人
到家里去闹，在肖丽云幼小的心灵上
投下了恐惧的阴影。
面对妻子去世、
女
儿出走的艰难困境，王德忠从来就没
有动摇过自己的职业信念。现在老百
姓利用法律维权的意识有了很大的提
高，但是很多人对法律的理解过于笼
统，
片面地认为法律是万能的，
或者纯
粹从道德的角度来理解法律，并且对
法律的程序问题不能有充分的认识，
这样我们在工作中就经常碰到让人哭
笑不得的事。进入基层法院工作将近
两年来最大的感触就是，做法官最累
的工作是和当事人沟通，最委屈的事
情是当事人的不理解。别说当事人看
到判决结果对自己不利，立马翻脸大
闹，就是在法院里当事人向你打听其
他法官在哪里，你要是不知道就有可
能被他们大骂一顿；有的时候给当事
人发应诉材料，他拒绝来领也拒绝提
供邮寄地址，你提示他会产生不必要

坚持问题导向 增强党员意识
把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引向深入
的一个重要检验标准。各单位要围绕党
员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自身存在问题，
围绕党员队伍管理、党组织生活、党组
织建设等方面问题全面深入清查，将解
决问题与业务工作、司法改革相结合，
与巩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成果相结合，与建章立
制相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纠纷案的调解工作，落到了蒋青春头
上。
原、被告本是一家人，蒋青春就从
血浓于水的亲情开始切入，说得当事人
流下了眼泪。但说着说着他头上开始冒
汗，脸色也变得灰白，还没说完就被急
送到医院。这一次，蒋青春得了肠梗
阻，住了好几天院。
出院后他再次调解，当事人顺利达
成协议。“法官带病给咱调解，他的话
有情有义还有理，我们服！”当事人说。
平日里，常有农牧民前来咨询法律
问题，蒋青春没有一点架子，永远是充
分 解 答、不厌 其烦，“我是农 民的 儿
子，我太了解农民，如果不是万不得
已，他们不会轻易迈进法院的大门。”
一心为民的蒋青春得到了老百姓的
爱戴。听说他病重，曾帮助调解过纠纷
的福兴村村民托人送来一筐鸡蛋，他却
假借出差躲掉。有一年春节，他回到乡
下老家，邻村秧歌队到村上拜年，龙头
一摆，就拐进了蒋青春父母家。原来，
秧歌队长是多年前一起案件的当事人，
“你是家乡的好法官，我一辈子也还不
完情！
”

人的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偿债能力，依法向本院申请你司破
产清算。如你司对破产申请书中陈述的事实有异议，应当自公告
本院立案受理深圳市华旭达精密电路科技有限公司等企 期满后 7 日内向本院提出，并提交相关证据。本院定于 2016 年 9
业申请惠州市创仕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于 2016 年 3 月 9 日上午 9 时 45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就该申请召开听证会，
月 1 日选定了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惠州中鸿信粤龙会计师 你司法定代表人、相关财务人员及职工代表应准时到会参加听
事务所为债务人惠州市创仕实业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惠州市 证。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创仕实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6 年 8 月 30 日前，向管理
2016 年 6 月 15 日
人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地址：惠州市惠城区下埔惠沙堤滨江
(2016)粤 03 民破 44 号 本院于 2016 年 6 月 8 日根据深圳市
大厦 11 号楼 4 层；联系人：陈红霞律师 0752-2119297、洪华敏
律师 0752-2119292）申报债权，并提供债权的合法有效证据。 仁泰投资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深圳市住宅经营管理有限公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6 年 6 月 8 日指定国浩律师（深圳）事
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务所为深圳市住宅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住宅经营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6 年 8 月 31 日前向深圳市住宅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6008 号特
惠州市创仕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惠 区报业大厦 24 楼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联系人:余丁、田维维;
州市创仕实业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案 电 话: 0755- 83515666- 205 或 236; 手 机:18575528005; 传 真:
定于 2016 年 9 月 20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召开第一次 0755-8351509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凭有效证件依时参加债 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权人会议。
[广东]博罗县人民法院
(2016)粤 03 民破 88 号 深圳市名车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中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向本院申请你司破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深圳市住宅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产清算，因你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住宅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
九十二条的规定，特向你司公告送达破产申请书、告知被申请破 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6 年 9 月 7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
产清算通知书和破产听证通知书。申请人称:因你司不能清偿对 五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申请人的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偿债能力，依法向本院申请你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司破产清算。如你司对破产申请书中陈述的事实有异议，应当自 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
公告期满后 7 日内向本院提出，并提交相关证据。本院定于 2016 代理人参加的，还需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年 9 月 9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就该申请召开听证
2016 年 6 月 8 日
会，你司法定代表人、相关财务人员及职工代表应准时到会参加
因苏州海港皮革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且现无其
听证。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他财产可供分配，依照法律规定，本院于 2016 年 6 月 3 日裁定终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结苏州海港皮革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2016 年 6 月 15 日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2016)粤 03 民破 91 号 深圳市建亿实业有限公司:中国华融
本院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分行的申请，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向本院申请你司破产清
算，因你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2016 年 6 月 12 日裁定受理常熟市锦绣经纬编有限公司破产清
二条的规定，特向你司公告送达破产申请书、告知被申请破产清 算，并指定江苏剑桥人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请你(单位)在 2016
算通知书和破产听证通知书。申请人称:因你司不能清偿对申请 年 9 月 20 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苏省常熟市碧溪新区浦

送达破产文书

的公告费，
而他却说你在威胁他。
现阶段我国社会的法治化土壤还
比较贫瘠，一些老百姓对法院和法官
还缺乏充分的信任和尊重。在电视剧
《小镇大法官》中，王德忠带着年轻法
官姜浩去向高大宽的妻子陈玉芬道
歉，
被陈玉芬锁在屋里，
姜浩很不理解
非常委屈，王德忠跟姜浩说让陈玉芬
把肚里的气撒出来事就完了。
的确，
法
院是社会矛盾纠纷的最大汇聚地，常
在水边走怎能不湿鞋呢，但不能因为
鞋湿了脚就往后退。
说实话，
没事谁也
不愿意来法院，
凡来到法院的当事人，
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都肯定发生了各
种不幸的遭遇，我们作为处理矛盾的
法官应该理解他们的无助，并耐下心
来帮他们解决麻烦，在工作中把自己
锻炼成为蒸不烂、煮不熟、锤不匾、炒
不爆、
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第三，一名合格法官要有司法为
民的职业情怀。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
长多次强调，要牢牢把握司法为民的
宗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
化的司法需求。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司法的本质属性，剧中的王德
忠多次强调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他
对荷塘镇的群众有着特殊的感情，他
作为派出法庭的庭长，干了很多分外
的事情，年轻法官姜浩说他这个庭长
还兼着村主任甚至是妇女主任的工
作。在开发荒山时王德忠主动带头迁

徐家新强调，学习教育搞得好不
好，关键在支部，关键看领导。各单位
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支部书记要履行
好第一责任，支委一班人要经常研究学
习教育工作，坚持以组织生活为基本形
式，以党员教育管理制度为基本依托，
把学习教育工作更加有效的组织好开展
好，并在此基础上建好建强支部。机关

“法官 1%的错案，对个案当
事人就是 100%的灾难。只有一
心扑实去执法，咱才对得起国徽
的庄严！”
“今年 1 至 6 月，审监庭受理再
审、重审案件 12 件。审判质量总体不
错，但也存在很多问题，以下逐案进
行分析……”
台上的蒋青春点评得严肃认真、逻
辑缜密，台下的法官听得入神，不时低
头记录。
两个小时过去了，这场开鲁法院日
常的案件评查会结束。蒋青春强撑虚弱
身体所做的精彩点评，赢得一片掌声。
2005 年，蒋青春被任命为开鲁法
院评查室主任，成为全院案件的“质检
员”。他上任头件事，就是把过去案后
评查、一年一查改为案前、逐月评查和
通报，并亲自起草相关规章制度。
10 年，上万件卷宗，全院百余名
法官，几乎没有一个没被他“挑过刺”。
“被通报后，起初也不服，不就是
些细枝末节小事嘛，我还找他去理

坟，
自己躺到坟坑中为大家辟邪；杜鹏集
资诈骗进了监狱后王德忠为杜鹏的妻儿
调解误会，
帮助他们找到生活的出路；董
大年摔伤后王德忠东奔西跑为他筹钱治
病，判决后，又进山回访落实赔偿。剧中
的王德忠将自己融入老百姓的生活，把
自己的根扎在基层，以调解的方式向老
百姓展示了人民法官的人民性，让法官
可以是父亲、
兄弟、
儿子，
甚至是当事人。
剧中，郝发财兄弟与母亲的赡养纠纷案
和肖乔乔与吕峻岭抚养权纠纷案中，王
德忠凭借其多年的基层审判工作经验，
敏锐地发现当事人双方打官司并不是真
正的目的，郝发财的母亲想让儿子郝招
财回家、吕峻岭想和离婚的妻子肖乔乔
和好复婚。这两个案子如果直接按照法
律规定，
走司法程序判决结案非常简单，
但是肯定解决不了存在的问题，达不到
理想的社会效果。经过王德忠种种奇思
妙想的设计，让当事人双方都认识到亲
情和真爱的可贵，结果郝大妈一家重归
于好、
肖乔乔和吕峻岭破镜重圆。
总之，电视剧《小镇大法官》以诙谐
幽默的喜剧形式，展示了以主人公王德
忠为代表的优秀基层法官身上，所具有
的公正无私的职业操守、坚定不移的职
业信念和司法为民的职业情怀。笔者认
为，这是一名合格法官应该具备的三个
基本要素，在工作中我们应该经常用这
三面镜子关照自己。

党委要会同政治部、监察局，加强检查
督导，把开展学习教育情况纳入党建工
作述职考核和部门年终考核工作之中。
要加强宣传工作，形成浓厚的学习教育
氛围，确保学习教育扎实有效开展，推
动机关建设再上新台阶。
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组
织书记出席座谈会。刑一庭、民二庭、
赔偿办、研究室、行装局、人民法院新
闻传媒总社等 6 个党组织书记进行了交
流发言。之前，机关党委分别召开了党
组织委员、党员干部代表座谈会，听取
了对学习教育工作的意见建议。

论。”民二庭副庭长尚秀民说。蒋青春
耐心解答：“哪怕是一点错误，都有可
能成为混淆是非、引发矛盾的导火
索。”几句话说得尚秀民心服口服，因
为他明白，蒋青春的严格要求，不仅是
在为法官，更是在为群众的利益把关。
评查案件，首先要业务精通。每年
的 《司法文件选》，被老蒋订成合订本
存放在书柜里，至今已有几十本。厚厚
的剪报集，装了几大袋，贴满了他收集
的典型案例。老蒋成了基层法官们的
“活法典”
。
在他推动下实现的判前介入，审后
评查，使得审判质量实现质的飞跃。开
鲁法院上诉率和发改率逐年降低，案件
裁判正确率上升到 99%以上，重审改判
率通辽市最低，被评为自治区“人民满
意的好法院”
。
六月骄阳，
人在征程！
依然是那熟悉
又单薄的身影，
在乡路上跋涉、与农牧民
交谈、在法庭上慷慨陈词。
基层人民好法
官蒋青春是科尔沁草原的骄傲，是人民
法院队伍的荣光，他胸怀使命、达观奋
斗、昂然前行、默默坚守，只为那头顶上
闪闪的国徽和心中永恒的天平！

2016 年 6 月 17 日，青岛喜盈门家纺有限公司债权人青岛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阳支行向本院提出申请，以青岛喜
盈门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喜盈门家纺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
纪玉君，且经营场所、业务经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流动资金、
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公司社保基金及公司工资发放均混同
为由，申请将青岛喜盈门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喜盈门家纺有限公
人民法院报2016年6月23日（总第6700期）
司合并破产，进行统一清偿。利害关系人对实体合并破产申请有
江路常熟市锦绣经纬编有限公司内；邮政编码：215512；联系人： 异议的，应当自收到我院的通知或者公告之日起七日内向青岛
徐璐；联系电话：13776132602)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 市城阳区人民法院（联系人：韩桂升；通信地址：青岛市城阳区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本院定于 正阳路 199 号；邮政编码：266109；联系电话：0532-858713667）
2016 年 9 月 30 日 13 时 30 分在江苏省常熟市新世纪大道 81 号中 书面提出，进行异议登记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本院定于 2016 年 7
汇戴斯大酒店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准时参加。
月 12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审判楼四楼会议室召开听证会，对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上述两企业是否符合关联企业实体合并破产条件进行听证。对
2016 年 6 月 17 日，青岛喜盈门家纺有限公司债权人青岛 上述申请进行异议登记的债权人可以旁听听证会。申请旁听听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阳支行向本院提出申请，以青 证会的人员，于听证会 3 日前到本院民二庭办理旁听证，持证入
岛喜盈门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喜盈门家纺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场，旁听听证会的人员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人均为纪玉君，且经营场所、业务经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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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资金、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公司社保基金及公司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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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放均混同为由，申请将青岛喜盈门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喜盈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旁听听证会的
门家纺有限公司合并破产，进行统一清偿。利害关系人对实体 人员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合并破产申请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我院的通知或者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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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起七日内向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联系人：韩桂升；通信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地址：青岛市城阳区 正阳路 199 号；邮政编码：266109；联系电
[山东]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
话：0532-858713667）书面提出，进行异议登记并提供相应的
2015 年 12 月 23 日，本院根据天津市中烹烹饪技术服务公
证据。本院定于 2016 年 7 月 12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审判楼 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天津市中烹烹饪技术服务公司破产清算一
四楼会议室召开听证会，对上述两企业是否符合关联企业实 案。查明，债务人截止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234.49
体合并破产条件进行听证。对上述申请进行异议登记的债权 元，负债总额 684089.97 元，资产负债率 55414.78%。本院认为，
人可以旁听听证会。申请旁听听证会的人员，于听证会 3 日前 债务人天津市中烹烹饪技术服务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具
到本院民二庭办理旁听证，持证入场，旁听听证会的人员系法 有破产主体资格，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已呈连续状态且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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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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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于 2016 年 6 月 14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旁听听证会的人员系自然人的， 日裁定宣告天津市中烹烹饪技术服务公司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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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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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2 月 23 日，本院根据天津市南开区三环针织染整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设备厂的申请裁定受理天津市南开区三环针织染整设备厂破
[山东]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
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截止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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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法官轻装上阵
徐小飞
要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形
成制度合力，采取有效措施纾解
法官的办案压力。
在人少案多矛盾日益加剧的背景
下，
法官承载的审判任务十分繁重，
尤
其是在发达地区，
“白加黑”
“五加二”
的加班模式已成为一线办案法官的工
作常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
一些新类型的疑难复杂案件不断涌现，
向办案法官提出了严峻挑战，
也加剧了法
官的办案压力。
法官不仅审判任务繁重，
而且社会对法官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
对
实现公平正义的渴望越来越强烈，
对公平
正义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法官的一言
一行可能被无限放大，
其所受到的关注
和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当事人
“信访不信法”
的情况在一
定范围内仍然存在。一些败诉当事人
情绪激动，把矛盾转嫁到法院和法官
身上，缠访、闹访，群体访现象也越来
越多，
手段也越来越激烈。
法官不仅要
审理诉讼程序内的案件，还要花费许
多精力和时间接待、答复当事人的上
访和投诉，
难以集中精力从事审判、
执
行工作。有些法官在结束工作后经常
感到筋疲力尽，心情感到压抑、焦虑、
担忧、
不安，
部分法官身心长期处于亚
健康状态，
导致工作热情减退。
一些法
官不堪重压，
被迫选择离开法院，
造成
司法人才流失。
法官作为诊治社会疾病的“心理
医生”，更需要健康的身心和完善的人
格。
纾解法官办案压力，
具有现实的紧迫
性。
法官要有职业担当和奉献精神，
学会
调整情绪，
自我减压，
以积极心态应对各
种压力和挑战。
对社会层面而言，
还需多
措并举，综合施策，形成制度合力，采
取有效措施纾解法官的办案压力。
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应该是多元
化的，
包括和解、
调解、
仲裁、
诉讼等方
式，诉讼位于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最
后端，只有通过其他方式无法解决的
纠纷才能进入诉讼程序。
但揆诸现实，
由于社会其他一些解决渠道的堵塞和
缺失，使得法院这个维护社会公正的
“最后一道防线”
被置于社会的风口浪
尖，
异化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
“第一道
防线”。当前，有必要完善和构建多元
化纠纷解决体系，
把国家治理、
社会治
理与群众自治有机结合起来，从机制
上赋予当事人在纠纷解决方面有更多
的选择权，
实现对公民权利多途径、
多
层次的保障，从根本上减轻法院案多
人少的压力。
手头案子多、
肩上担子重、
心理压
力大，
是许多一线法官的真实生活。
法
官员额制在全国法院稳步实行，囿于
现有体制机制，大量增加法院编制并
不现实，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
策，
关键在于如何创新法院机制体系，
调整法院内部结构，缓解一线法官的
办案压力。
英国丹宁勋爵说：
“在所有必须维
护法律和秩序的地方，法院是最需要
法律和秩序的。司法过程必须不受干
预或干涉，冲击司法正常进行就是冲
击我们社会的基础。
”一方面要强化诉
讼引导机制建设，要提高当事人参与
诉讼的能力，引导其正确对待自己的
诉讼权利义务，
依法理性参与诉讼；另
一方面要依法加大对辱骂、
威胁、
殴打
法官等不法行为的打击力度，维护诉
讼秩序和安全，
让法官轻装上阵，
能够
集中精力办案。

626170.94 元，负债总额 727642.31 元，资产负债率 116.21%。本院
认为，债务人天津市南开区三环针织染整设备厂为集体所有制
企业，具有破产主体资格，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已呈连续状态且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于 2016 年 6 月 14 日
裁定宣告天津市南开区三环针织染整设备厂破产。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2015 年 12 月 23 日，本院根据天津市农垦畜禽饲料公司的申请
裁定受理天津市农垦畜禽饲料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截
止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8875.67 元，负债总额 817436.97
元，资产负债率 4332.58%。本院认为，债务人天津市农垦畜禽饲料
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具有破产主体资格，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已呈连续状态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于 2016 年 6
月 14 日裁定宣告天津市农垦畜禽饲料公司破产。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2015 年 12 月 23 日，本院根据天津市糖业食品第三批发公司的
申请裁定受理天津市糖业食品第三批发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
债务人截止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资产总额 58885.07 元，负债总额
12064213.49 元，资产负债率 20487.73%。本院认为，债务人天津市
糖业食品第三批发公司为国有企业，具有破产主体资格，其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已呈连续状态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照《中国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
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
于 2016 年 6 月 14 日裁定宣告天津市糖业食品第三批发公司破产。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5 月 4 日依法裁定受理天津
市南开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申请城市之间（天津）园区运营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规定，管理人依
法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薄、文书等资料，但本案受理后，债
务人城市之间（天津）园区运营有限公司违反法律规定，无故拒不
交出企业原有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等印章。鉴于上述情况，
为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保障破产清算程序的正常进行，对债务人城
市之间（天津）园区运营有限公司持有的原企业全部印章，自破产
清算受理之日起公告作废。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