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热线（010）67550779 电子信箱:caifeng@rmfyb.cn 77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2016年8月23日 星期二 总编室主办 责任编辑 陈 冰 实习编辑 陆茜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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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中院：在党旗下凝聚司法正能量
本报记者 曾 妍 本报通讯员 粟 伟 赵 敏

近年来，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坚持以党建带队建、以队建促审判，通过重教育、强建设、抓重心等一系
列举措，将党建工作贯穿于法院队伍建设的始终，党建工作卓有成效，审判职能得到有效发挥。

抓学习教育 打牢思想基础

2016 年 4 月 28 日，常德中院举
行“我骄傲，我是政法人”主题演讲
和“为共产党员点赞·新常德新创
业”故事宣讲活动。参加演讲、宣讲
的干警围绕主题，或激情澎湃，或娓
娓道来，生动讲述了该院共产党员们
甘于奉献、服务社会、弘扬正气的真
实故事，有力展现了常德中院这个有
故事、有热情、有温度的团队。一个
个鲜活的党员法官形象，激发了广大
党员干警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
感。

为实现“在工作中抓党建，在党建
中炼队伍”的目标，常德中院将岗位目
标与党建目标有机融合，将党建成果
转化为法院工作源源不竭的动力。该
院紧紧围绕“公正司法、案结事了”的
工作主题，彰显为民情怀，切实把群众
工作做细、做实，得到了群众的高度评
价。该院民调测评连续8年保持全省
先进、全市政法系统第一。

3月 1日，汉寿县毛家滩回族维
吾尔族乡的朱桃花夫妇来到常德中
院，将一面题有“公正执法廉洁为
民”的匾额送到该院民四庭，感谢法
官公正为民。原来，朱桃花曾在常德
某医院进行腰椎间盘消融术，术后却
感到不适，后经鉴定其马尾神经损
伤，构成七级伤残。在与医院多次协
商无果的情况下，朱桃花向人民法院
提起了诉讼。合议庭经过大量的调查
取证后查清案情，认定朱桃花的损害
后果与手术有直接关系，依法判决医
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解决了朱桃花
一家的燃眉之急和后顾之忧。

为加快案件流转，打通为民司法
“最后一公里”，该院整合诉讼资源，
完善诉讼服务窗口职能，与2015年9
月正式启用诉讼服务中心。中心分为
安全检查、诉讼引导、立案登记、诉
调对接、律师代为申诉、12368诉讼
服务热线、诉讼服务网、远程接访、
判后答疑、诉讼接待等十个功能区，

能为来访群众及当事人、代理人提供
“一站式”优质服务。报刊架、电视
机、饮水机、医药箱、书写台、老花
镜、常用的法律文书样板、诉讼当事
人须知、案件查询系统等便民设备也
一应俱全。

其实，早在 2014 年常德中院就
已经十分重视群众工作，在全省法院
率先开展了“网评法院”活动，在常
德法院网开辟“网评法院”专栏，畅
通网上民意沟通渠道，安排专人逐条
及时回复，为把握民意、汲取民智、
解决民难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该院党
组、机关党委还先后开展了建立十个
审判联络站、举办百场巡回审判、组
织千名法官下基层、开展万件案件大
回访的“十百千万”活动和进村组、
进社区、进学校、送法律的“三进一
送”活动。2015 年以来，常德法院
建立了18个审判联络站，举办了167
场巡回审判，组织 1100 余人次法官
下基层，对 12000余件案件进行了回
访。

与此同时，该院结合文明创建工
作，积极开展“党员爱心奉献日”、
义务植树、城市交通专项整治、青年
志愿者活动日等活动 30 余次。还以
节日为契机，为福利院儿童、贫困群
众、留守学生送去温暖，联合共青
团、妇联、社区、学校等开展法制宣
传和义务法律咨询 20 余次。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学生、社会群众可以
通过每月一次的“法院开放日”活
动，参观法院、旁听案件，实现走近
法院、了解法院、监督法院的效果。

“近年来，常德中院推出了一系
列‘阳光司法’具体举措，让全社会
更多地了解法院、了解审判，监督法
院、监督审判，把法院的各项工作主
动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让司法公
正在阳光下实现，我要为这种做法点
个赞！”全国人大代表、常德市阳光
孤儿院院长杨绍军由衷感叹。

如何保证干警精神上“不缺钙”？
不讲政治带不出好队伍，思想不正就不
能公正司法。基于这样的认识，常德市
中级人民法院全院上下大兴讲政治、学
理论、强素质之风。

2016年 6月 7日，在常德中院“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领导干部讲党课会议
上，该院党组书记、院长廖具之为全体
党员干警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抓好党建工作是法院队伍建设的
重要政治任务，也是开展好各项审判工
作的政治保障。”廖具之说。

一直以来，该院党组始终把思想政
治建设、党的建设摆在首位，把学习教
育作为谋划推进公正司法的“利器”。

知愈明，行愈笃。该院深入开展“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学党章党规、学系列
讲话，做合格党员，使广大法院党员干警
更加牢固地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
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用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用党章党
规规范言行，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为力求实效，防止学习流于形式，
该院各党支部以政治学习、业务学习为
主要内容，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并根据
业务特点和时间空档，“量身定制”了
具体学习内容和形式，开展心得体会交
流活动，调动学习积极性，达到取长补

短、共同提高的目的。
在刑二庭党支部青年干警孙小伍看

来，“支部就是一个大熔炉、大家庭，
在这里能够从老党员、老法官身上汲取
到许多宝贵的知识和经验，促使自己释
放出更大的能量。”

为引导党员法官不断锤炼业务能
力， 2015 年以来，该院采取“走出
去”和“请进来”双管齐下的培训方
式，派出学习18次，参培人数200余人
次；同时，邀请最高人民法院、湖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政法院校的资深法官和
专家学者来院讲授新颁法律，培训司法
实务、司法技能12次，参培人数800余
人次，全面提升了干警的司法能力。

该院还定期开设“法官大讲堂”活
动，院领导和法官轮流走上讲堂，传经
送宝，形成“传帮带”的良性循环。定
期开展“道德讲堂”活动，将主题教育
活动与司法能力建设相结合，提升司法
队伍的素质和能力。

在加强正面教育的同时，该院也积
极开展司法廉洁教育，教育干警秉持

“荷花品质、梅花精神”，牢固树立民主
政治观、司法公正观、办案效率观、审
判公开观、职业廉洁观等司法理念，加
强法官职业修养，努力培养一支具有铁
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
铁一般担当的党员法官队伍。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一个支部一座
堡垒。常德中院坚持“支部挺在前，先
锋亮在岗”，“一砖一瓦”筑牢组织建设
堡垒，收到了良好效果。

常德中院下设 20 个党支部，共有
在职党员干警150人。2013年，该院党
组提出要将支部建在庭上，每一个庭、
室、局、队设立一个党支部，实行“一
岗双责”，庭室主要领导既是部门负责
人，又是党支部负责人，形成了“一
建”（支部建在庭上）、“二带”（以党建
带队建、以党建带创建）、“三管”（管
思想、管作风、管案件）、“四创”（学
习示范岗、办案示范岗、作风示范岗、
廉洁示范岗）机制。

该院党组把党建工作纳入党组议事
日程，制定了 《党组中心组学习制
度》《党组民主生活会制度》《总支（支
部） 三会一课制度》《干警谈心谈话制
度》《坚持联系群众制度》《党员民主评
议制度》《干警廉洁自律制度》等10项
具体制度，用制度来管人、管事、管
案；同时通过年度党建工作计划，将工
作目标和责任进行明确。

为以高起点、高标准搞好党支部标
准化、规范化建设，该院还制定了《机
关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实施意见》，对组

织体系、阵地建设、制度建设、日常管
理教育、内务建设等方面进行规范和细
化。

阵地建设是搞好机关党建的重要条
件。走进常德中院，首先看到的是党务
公开和审务公开两块电子公示宣传栏。
电梯间“公正 廉洁 为民”等图文并茂
的牌匾，引人驻足。今年7月，该院三
楼以“忆党史、感党恩、跟党走”为主
题的“党建文化长廊”建成，长廊内每
一个文字、每一张图片，无不经过反复
斟酌。该院机关党委还专门印制了学习
资料卡片，卡片内容精练，大小适中，
特别合适党员们“见缝插针”式学习。

此外，该院还要求每个支部以“十
个一”的标准都要配有一个党员活动
室、一套公开栏、一个党建文化长廊、
一个党员之家、一个图书资料室、一个
党建网站、一个党员电教室、一个党建
资料档案室、一本党员小手册和一个党
员示范岗。各支部利用现有的会议室进
行改造设立的“支部党员活动室”清爽
简洁，党旗、誓词、党员信息、公开承
诺张贴上墙，文件资料、学习资料、工
作记录等整齐摆放，为党员营造了良好
的环境。

“‘党员之家’是我们的精神家

抓自身建设 坚固战斗堡垒

园，在案多人少的压力面前，在办
案、工作之余，我们可以到这里来放
松心情，蓄积正能量。”该院民一庭
党员干警杨炎说。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6月
30 日，常德中院召开“七一”表彰
大会，该院全体党员干警再一次庄严
地重温了入党誓言。

为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活、做实，
该院机关党委、工会、团委多次举办
全市法院“法治之歌”文艺汇演、

“学习邹碧华坚定法治信仰”演讲比
赛、“庆七一·颂歌献给党”文艺汇
演、全院干警登山健步行活动、干警
书画展、机关体育运动会、党员干警
下基层慰问、精准扶贫走访等活动。

以这些活动为载体，该院教育广大法
官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人民服务的宗旨
意识和无私奉献、不怕困难、顽强奋
进的工作精神，为该院营造了朝气蓬
勃，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丰富了干
警的业余文化生活，增强了广大干警
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用健康的阵地和活动去占领干
警的思想和行为阵地，使每个党员干
警从潜移默化中、从党组织的物质载
体中感受党的温暖，领会党的要求，
牢记党的宗旨，端正自身言行，努力
建设一支具有忠诚之魂、公正之心、
为民之情、担当之胆、综合之能、文
化之品、廉洁之操的党员法官队
伍。”该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机
关党委书记饶南丙如是说。

抓服务宗旨 彰显为民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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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学习教育 打牢思想基础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以政治学
习、业务学习为主要内容，根据业务特点和时间空
档“量身定制”具体学习内容和形式，开展心得体
会交流活动，调动学习积极性，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2015年以来，派出学习18次，参培人数200余
人次；邀请资深法官和专家学者来院培训12次，参
培人数800余人次，全面提升司法能力

抓自身建设 坚固战斗堡垒

每一个庭、室、局、队设立一个党支部，实行
“一岗双责”，形成“一建”、“二带”、“三管”、
“四创”机制，并把党建工作纳入党组议事日程，制定
10项具体制度管人、管事、管案，通过年度党建工作
计划明确工作目标和责任

抓服务宗旨 彰显为民情怀

紧紧围绕“公正司法、案结事了”的工作主
题，切实把群众工作做细、做实，民调测评连续8
年保持全省先进、全市政法系统第一

2015年以来建立18个审判联络站，举办了167
场巡回审判，组织 1100 余人次法官下基层，对
12000余件案件进行了回访

本院根据债权人黄秀琴等人的申请，于2016年8月15日依法
裁定受理许昌盛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2016
年8月15日同时指定河南君志合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债权人应
自2016年11月2日之前向许昌盛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河南省长葛市魏武大道盛亚名郡营销中心一楼南起第
四间房屋，邮政编码：461500，联系人：徐绍飞、甄威，联系电话：
15937435769、15664201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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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在上述申报
期内申报债权，可以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应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许昌盛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许昌盛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6年11月16日9时在长葛市
长葛大酒店多功能厅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时，如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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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还应当提交律师执
业证及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河南]长葛市人民法院

保山市隆阳区女人大世界商贸有限公司、贾卫东：本院受理
（2016）云 0502隆民初 3962号原告保山市九龙商贸有限公司诉
被告保山市隆阳区女人大世界商贸有限公司、贾卫东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向被告直接送达、留置送达、或者邮寄送达本
案诉讼文书，现依法向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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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开庭传票等。原告保山市
九龙商贸有限公司起诉请求：一、请人民法院判令二被告向原告
支付电梯维修费 23300 元，商场二层新开电梯口修复费 8999.8
元，水电费 18423元及商场消防设施维修费 216750.00元；二、判
令二被告赔偿原告其他损失41.6万元（208万╳20%）；三、由二被
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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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

中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东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陈邓
华、陈余江、刘品海、上海中发开关有限公司、上海服装城股份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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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9日上午9时在西漕第二十调解室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我院于2016年2月14日裁定受理北京赛德菱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强制清算一案，于 2016年 6月 27日指定北京京诚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组成清算组。北京赛德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清算组【通讯地址：北京
市西城区德外大街乙10号泰富大厦9层；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彭
生13601129332】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清算财产分配方案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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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北京赛德菱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该公司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本院依宫兆海的申请于2010年12月8日裁定受理沈阳市信能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因沈阳市信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股
东宫兆海、张春清以及公司董事、实际控制人经通知后未能向清算组
移交沈阳市信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财产、印章、账册和文件，导致清
算工作无法进行。现再次通知沈阳市信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股东宫
兆海、张春清以及公司董事、实际控制人，限接到本通知后15日内向清
算组移交上述材料。逾期不提交，本院将依法终结清算程序。强制清算
程序终结后，债权人可以另行起诉要求出资人等清算义务人承担债务
的偿还责任。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高日强：本院在受理申请执行人陈书华申请执行你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依法委托唐山市冀东旧机动车鉴定评

估有限公司对你名下的车牌号晋B46983/晋BK707挂解放汽车
进行签定评估，现作出唐签评字【2015】第 598号估价报告，总价
格为3万元人民币，现予以公告送达，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如对本询价报告有异议，自公告期满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
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对此车辆进
行公开拍卖。 [河北]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

太原市全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国贸支行诉你和杨计生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被告杨计生于2016年3月18日申请笔迹和指纹鉴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司法鉴定中心关于

“2016痕鉴字第031号”鉴定的情况说明，经过15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送达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太原市全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国贸支行诉你和李志铁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被告李志铁于2016年3月18日申请笔迹和指纹鉴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司法鉴定中心关于

“2016痕鉴字第031号”鉴定的情况说明，经过15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送达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太原市全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国贸支行诉你和刘会珍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被告刘会诊于 2016 年 3月 25日申请笔迹和指纹鉴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司法鉴定中心司法
鉴定意见书，经过15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送达期满后第3日上
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6 年 8 月 2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云南省小龙潭矿

务局申请认定财产无主一案。申请人云南省小龙潭矿务局申
请称，岩羊(男，傣族，1921 年 3 月 15 日生)系云南省小龙潭矿
务局退休职工，没有子女、配偶、同胞兄弟姐妹，1985 年 4 月
退休后一直租住在云南省小龙潭矿务局机关生活区职工宿
舍。岩羊于 2009 年 5 月 10 日自行外出后一直下落不明，云南
省小龙潭矿务局于 2014 年 8 月 7 日向本院申请宣告岩羊死
亡，本院于 2015 年 9 月 17 日判决宣告岩羊死亡，岩羊名下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远景山支行有存款本息余额
76038.08 元 (截止 2016 年 7 月 27 日)无人继承也无其他受赠
人，向本院申请认定该存款本息余额为无主财产。凡认为对
该财产具有所有权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一年内向本院申请认领，并提供具体联系地址及其联系方
式。逾期无人认领的，本院将判决认定该财产无主，收归国家
所有。 [云南]开远市人民法院

珠海市德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人江苏唯创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你公司有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珠
仲裁字（2016）第 91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受理仲裁申请
通知书、仲裁申请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及开庭通知。提出答
辩状及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本案定于2016
年11月8日上午9时在本会第二仲裁庭不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决。请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珠海仲裁委员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日
彭力、郑建招、夏治洪、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怡豪商业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怡豪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本会受理的丁明清与你股权及资产转让合同纠纷
一案 (2016 渝仲字第 1431 号 )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
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员
名册、仲裁员选 (指 )定书等仲裁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选择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 期 满 之 日 起 15 日 内 。答 辩 期 满 未 答 辩 ，也 不 选 定 仲 裁
员，本会主任将在答辩期满之次日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
仲 裁 庭 。仲 裁 庭 将 在 组 庭 之 次 日 起 第 5 日 上 午 9 时 30 分
(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会开庭审理。请你按时参加开庭，若
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重庆仲裁委员会

河南世纪恒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河南省耕生耐火材料有
限公司、李雷英、王海成、张振国、张会聪、河南国诚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河南国诚照明工程有限公司、洛阳万德贸易有限公司、
茆支平：本委已受理(2016)郑仲案字0596号申请人郑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大石桥支行与你们之间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仲裁选定书、仲裁员名
册、仲裁规则、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书及仲裁选定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郑州仲裁委员会地址：郑州市淮河东路 53 号。电话：0371-
67175972。 郑州仲裁委员会

北京恒泰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了(2016)郑
仲案字第0545号申请人翟科伟与你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仲
裁员名册、郑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选定书及送达地址确
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及仲裁
选定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郑州仲裁委员会地址：
郑州市淮河东路53号，邮编450000，电话0371-67887971。

郑州仲裁委员会
杨铭（身份证号码：422827199510301810）：本会于2015年

11月 19日受理的申请人郭天蚕与被申请人杨铭间借款合同争
议案[(2015)武仲受字第 0001599号]已审理终结，仲裁庭于 2016
年8月3日作出裁决，现依法向杨铭公告送达（2015）武仲裁字第
0003000号《裁决书》。请杨铭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来武汉仲裁委
员会（地址：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路云林街67号）领取《裁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武汉仲裁委员会

王先眀、王会群、王先勇、汤滢冰：本会受理的[2016]株仲裁
字第078号申请人苏斌与你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书、《株洲仲裁委员会仲裁
规则》及修改的具体条款、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函、举证通知
书等材料，请你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领取，逾期即
视为送达。你选定仲裁员的期限、答辩期、举证期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 10日、15日、30日内。如你未在法定期限内选定仲裁员，本
会主任将依法指定文经卫为本案首席仲裁员、王玺英、姚湘民为
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30分在本会仲裁庭开庭审理。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
开庭之日起第 30 日至 40 日，逾期视为送达。联系电话：汪萍
073122612345。 株洲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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