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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上虞：打造过硬法警队伍
本报记者 孟焕良 本报通讯员 李运福

在 2016 年全国首届司法警察技能大比武中，来自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的朱淇淇勇夺“男警个人
全能第一名”和“实战防卫技能第三名”的好成绩，也为浙江省队获得团体第一立下了汗马功劳。荣誉的背后
是坚持不懈的努力、艰苦卓绝的训练和严格规范的管理。上虞法院司法警察大队荣誉室里同样摆满了各种各
样的奖牌、奖章、证书，2012 年“全省法院模范司法警察队”奖牌，2013 年“全国法院司法警察体能达标先进集
体”奖牌，2015 年“集体三等功”证书……

艰苦训练 勇夺第一
2015年参加全省比赛时，朱淇淇的

射击成绩在法警队中还没有那么优秀。
那时比塞比的是 25米胸环靶 10发精度
射击，难度也远远低于一分钟速射。

首届全国法院司法警察技能大比武
在杭州举行，浙江法院进行了参赛队员
选拔，凭借体能出色、综合实力较强的
优势，朱淇淇以个人全能第二名的成绩
入选浙江代表团“8+1”名单。

入选出战名单后，朱淇淇开始了长
达五个月的强化训练。

“每天早晨 5点起床跑步，之后 2个
小时的体能训练，接着按计划开展比赛
科目训练。”每一个训练项目，朱淇淇都
认真对待，保质保量完成训练。同时，针
对自己的射击短板，朱淇淇给自己“开小
灶”，为让手腕保持平衡，在训练间隙，拿
着一把仿真训练枪，在枪头上吊一瓶矿
泉水。不到十分钟，他便浑身是汗，但他
一直咬牙坚持。几个月下来，朱淇淇的
右手虎口部位都是黑乎乎的。训练期
间，他的子弹打了不下5000发。

高强度的艰苦集训，让体重 80 公
斤的朱淇淇减轻了15斤。

练技能、练战术、练意志、练心
理，几个月后，朱淇淇与浙江代表队一
同迎来了首届全国司法警察技能大比
武。共有来自全国法院 33 支代表队的
389名选手参加这次比试。

在首先进行的全装跑比武中，朱淇
淇奋勇拼搏，以 3分 4秒的成绩名列第
八名，这个成绩比他集训前的最好成绩
提高了整整8秒。艰苦的集训终于得到
体现，朱淇淇的比赛信心大增。在接下
来的基础理论和实战防卫比武中，朱淇
淇分别取得第十和第三的成绩，之后的
擒敌拳、安全检查和手枪实战射击比
武，他稳定发挥，表现出色，其中安全
检查获得满分。在朱淇淇之前的短板手
枪实战射击中，他继续稳定发挥，以
70 环的成绩名列第十，最终凭借奋力
拼搏和稳定发挥，朱淇淇夺得男警个人
全能第一，也为浙江省队获得团体第一
立下了汗马功劳。

事业兴衰，关键在人。朱淇淇的优
秀成绩除了依靠他个人的努力外，上虞
法院也为他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上虞法院党组高度重视法警队伍建
设，按照政治坚定、业务过硬、作风优
良、保障有力的要求，严格落实“充实
力量，拓展职能，强化训练，加强保
障，严肃纪律”二十字方针，从思想
上、制度上、学习上，进一步提升法警
队的队伍综合素质，努力铸就钢班子铁
队伍，为开创法警工作新局面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加强法警队党建工作，把支部建在
法警队上，切实发挥法警队党支部的战
斗堡垒作用。上虞法院引入思想政治工
作长效学习机制，通过队务会，生活会
等多种形式学习政治理论知识，积极开
展“两学一做”主题教育活动和司法警
察队伍廉政建设暨G20峰会专项教育整
顿活动，努力提高干警大局意识、服务
意识、责任意识和纪律意识。

加强警务作风建设，从严治警，强
化队伍管理，增强团队合力。上虞法院
开展日常行为督察常态化，通过明察暗
访、抽查庭审录像等方式，有效制止不
规范行为，防止不安全隐患发生。严格
落实庭审保障责任，建立具体庭审责任
人制度，充分调动每一名司法警察的工
作责任心。

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各项规章
制度，用制度管人、管事，使法警工作的
方方面面都能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这是提高司法警察队伍整体战斗力的重
要保证。上虞法院通过建立和完善法警
队的各项规章制度，将警务工作细化、实
化、具体化，共出台《突发事件处置预
案》，《业务规范汇编》、《安全检查工作管
理手册》等制度，并按照工作实际，制作
了押解、值庭、看管以及警用装备使用情
况台账。同时严格按照制度要求，进一
步分清权责，责任落实到每位干警身上，
从源头上避免违法违纪事件发生。

加强队建 强化意识

强化业务 提升水平
保障审判安全。警务安全是司法警

察的中心工作，上虞法院在服务刑事审
判全过程中严格实行“一犯两警”，时刻
保持高度警惕，牢记安全责任意识。凡
涉及重大案件、多被告人案件均制定押
解、庭审保障应急处置预案，并在预案实
施前进行统一的会前布置，任务完成后
进行总结分析。协调刑庭定期对案件集
中进行远程视频宣判，高效使用审判资
源和警力。面对刑事被告人情况复杂、
押解量大等情况，法警队实施“五严制”

的工作方法，即提押被告人突出“手续
严”，防止提错被告人；路途中突出“监视
严”，防止被告人脱逃；候审时突出“看管
严”，防止被告人串供；开庭时突出“值庭
严”，防止被告人有危害法庭安全的行为
发生；警卫法庭时突出“检查严”，保障法
庭正常工作秩序。严格落实“五严制”取
得了较好效果。针对近年来患开放性肺
结核等病症被告增多趋势，法警队事先
做好信息采集工作，通过发放口罩、手套
等做好防护措施，有效保护庭审参与人

和法警自身安全。近三年来，刑事审
判保障任务量年均在1000件以上，无
一脱逃、自杀、自伤、串供等事故发
生。

助力执行工作。在严格遵守
“庭审保障安全规范，警力配备有
余”的前提下，上虞法院司法警察
积极参与民商事、行政非诉的执行
工作。三年来，上虞法院司法警察
积极协助执行部门开展财产查封、
扣押、搜查和强制迁出活动，及时
制止、处置暴力抗拒执行的行为，
单独执行案件 5372 件，为缓解法院
执行难问题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强化安全保卫。坚持“细致、

严格”和“凡进必检”的工作理念，
时刻保持警惕，把好第一道防线。上
虞法院紧抓门卫管理和外来人员安
检。法警队建立了安保值班巡查制度
和安全检查操作流程，形成“以法警
为骨干、以安保人员为辅助、点面结
合”的安保体系，实行 24 小时不间
断值班，实现安保工作由被动预防到
主动管理的转变。加强机关日常巡查
与定期对法庭安保工作进行督察相结
合，积极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出色
完成各项保安任务。特别是在 2016
年杭州G20峰会安保工作中，上虞法
院法警队表现出色，荣获“G20”峰会
维稳安保工作集体三等功。

健全机制 管理强警
精湛的业务技能是履行好法警职

能的关键，一支有战斗力的法警队伍，
必须具备一流的警务技能，训练强警，
打造“铁骨铜身”。为此，上虞法院精
心制定详细训练计划，以集中强化训
练为主，广泛开展自学自练，坚持高标
准、高质量地完成各项训练任务，积极
营造良好的训练氛围。抓好训练考核
考评工作。建立个人训练档案管理，
完善训练情况登记。组织学习法律法
规和更新警务知识，同时突出其他技
能培训，如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心
肺复苏、创伤救护培训，提高司法警察
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时的处置能力。

建立“小档案”。上虞法院建立规
范的法警训练档案，在档案中详细记
载每个法警的训练情况、熟练程度，法
警队定期对训练档案进行整理归纳，
总结每位干警阶段化训练的情况，公
布参训法警的阶段化训练成果。每位
干警针对各自的情况进行自我分析，
并总结经验进行交流、探讨，为下一阶
段训练内容、方法的确定提供更科学
的依据。

开展“小评比”。上虞法院以实战
需求为引领，以能力提升为目标，在训
练中开展“小评比”。在训练过程中，
确定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进行理论
和技能考评，对于训练中的先进典型

予以及时的表扬奖励，增强参训人员
的竞争意识，激发参训人员训练热情，
努力形成学、比、帮、赶、超的浓厚氛
围。

组织“小考核”。在训练活动中，
组织小考核，检验训练效果。充分发
挥考核的杠杆作用，按照《标杆警队专
业技能竞赛实施细则》等要求，明确考
核标准，根据训练进度适时组织考
核。在长跑项目中，法警队每周五下
午进行测试，对成绩进行记录；在基础
理论考核中，法警队根据考核题型，共
准备10套模拟卷，在理论学习中定期
进行考核，并对成绩进行公布；在实弹
射击项目中，按竞赛要求戴作训帽、系
腰带在规定时间内组织考核；在提押
时安全检查及警械具使用项目中，由
一名队员模拟被告人，事先将违禁物
品藏于身上，由其他队员按考核要求
进行操作。同时在训练中将参训人员
两组进行比赛，公布比赛成绩，达到以
赛促训的目的。

2015年，上虞法院法警队代表绍
兴地区法院参加浙江省法院标杆警队
专业技能比武，荣获第一名的好成绩，
并在警务基础理论、25米胸环靶10发
精度射击、突发情况处置、摔擒技术四
个项目中均获得单项团体第一名，多
名干警在比赛中获得个人荣誉。

完善设施 装备助警
法警工作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它

必须是一支装备精良，机动性强，训练
有素，善打硬仗的队伍。上虞法院党
组一直高度重视警务装备的现代化建
设，在物质装备方面，以“标准化配备”
建设为牵引，以建立健全专用保障体
系为目标，注重在完善配套设施中逐
步带动装备综合保障水平的提高。

上虞法院先后完成标准化羁押场
所的改造，建成完全独立封闭的囚车
专用车库和被告人专用押解通道，安
保“三道门”设施齐全。上虞法院羁押
场所更获得全省法院首批“标准化羁
押场所”称号。2016年，上虞法院新购

置X光机、访客机、液体检查仪、防暴
装置和机关法庭数字化监控等安防设
施，法院机关和法庭安保监控设施得
到了明显提升，进一步加强了对监控
区域等场所进行实时巡视，确保发生
突发情况能快速反应处置，有力保障
了审判执行工作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同时，上虞法院也严格规范警用
装备使用和管理。对标准配备的警用
装备，采取先学后用的原则，应用于法
警队的日常工作和训练当中。实施装
备器材的责任制规范化管理，建立健
全出入库登记、领用登记、枪弹消耗登
记、定期保养等制度。

开展司法警察警务训练（右一为朱淇淇）。

烈日气温高，法警训练忙。

开展急救培训。
（资料图片）

刘七峰：本院受理原告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沧
州中心支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海民初字第 11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上诉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河北]海兴县人民法院
徐正夏：本院受理原告张小辉与被告徐正夏侵权责任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苏 0509 民初
741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
述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苏明宝、李静、彭丽花、张家港市经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江

苏赛尔船舶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戴永峰与被告苏
明宝、李静、彭丽花、张家港市经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江苏赛尔
船舶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苏0582民初3798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苏明宝、李静、张家港市经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戴永峰与被告苏明宝、李静、张家港市经典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苏0582民初383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苏明宝、李静、彭丽花、张家港市经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江

苏赛尔船舶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戴永峰与被告苏
明宝、李静、彭丽花、张家港市经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江苏赛尔
船舶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苏0582民初3832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邵正石：本院受理原告宋利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苏 0582
民初418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乐山市川天乐塑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喻建明、宋九华、罗
宗才、毛云伯、杨满珍、方银凤、杨秀莲、吴文平、易春枝、张永秀、杨秀
兵、卢大云、周志勇、余容、徐智明、宋泽安、罗秀香、蒲兴英、许旭明、罗
培珍、杨仕忠、张军、罗朝星、杨莲玉、徐文秀、郭炳芳、张丽梅、罗英秀、
何定友、吴永祥诉你公司、乐山市中川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乐山市川天
乐塑料有限公司沙湾纸业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原告徐树基诉你公
司、乐山市中川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乐山市川天乐塑料有限公司沙湾
纸业分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川1111民初356-360、390-395、403-408、429-440、442、
5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未领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将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乐山市沙湾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汇坤实业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30600051
21524635、出票金额为叁万元整、出票人为河南汇坤实业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为2016年12月14日、收款人为周口上奥商贸有限公司、
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6月14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广发银
行郑州分行南阳路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一百八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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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汇坤实业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30600051
21524637、出票金额为贰万元整、出票人为河南汇坤实业有限公
司、出票日期为2016年12月14日、收款人为周口上奥商贸有限公
司、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6月14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广

发银行郑州分行南阳路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一百八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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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12月26日受理了原告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
友环境研究所与被告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环境公益诉讼纠纷
一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依法有权提起诉讼的其他
机关和社会组织可以在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参加
诉讼。经审查符合法定条件的，列为共同原告；逾期申请的，不予
准许。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华夏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海南世纪祥光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华夏宏佳投资有限公司、江苏华夏热电有限公司：本院在执
行江苏省江建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建筑工程合同纠纷一
案中，因你们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法裁定对
你们所有的位于阜宁县益林镇益林大道1号“2*15MW+2*75T/
H热电项目”在建工程（未完工）予以续型查封，并委托盐城市锐
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2016年12月9日盐城市锐信价格
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盐锐信鉴估字[2016]第147号评估意见书，评
估总价格为10406200元（含冷却塔440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送达价格评估意
见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结论
书有异议，可在接到结论书十日内，向原鉴定机构申请重新鉴定、
补充鉴定或申请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鉴
定机构复核鉴定。逾期本院将依法上网进行公开拍卖。

[江苏]阜宁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杭州新沙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12月12
日裁定受理杭州新沙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北京大
成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万邦分
所担任杭州新沙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联合管理人。杭州新沙岛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3月9日前，向杭州新沙岛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花坞南路4号富
阳区处置办205室；邮政编码：311400；联系电话：180571312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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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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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杭州新沙岛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杭州新沙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3月23日9时在浙江省杭州市
富阳区人民法院1号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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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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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浙江新汇田运动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汇田
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12月6日裁定受理新汇田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2016年12月6日指定浙江凯麦律师事务所担任新汇
田公司管理人。新汇田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7年 2月 28日前，
向新汇田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
文 居 街 226 号 二 楼 208 室 ；邮 政 编 码 ；311400；联 系 电 话 ：
18069798365、151671044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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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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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新汇田公司的债
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新汇田公司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

院定于 2017年 3月 14日 9时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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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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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文绍勤：本院在受理原告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诉中太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开庭传票、恒
正司鉴【2016】文痕鉴字第328号《新疆恒正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
书》及告知函。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
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

张正菊、柏开杰：刘乾仙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
院于 2016年 12月 21日已将你们所有的坐落于屏山街道办事处吉
兴路24号烟草公司6幢1单元301室的房屋强制腾出，现房屋里所
有财物暂时由申请执行人刘乾仙保管，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依法
向你们送达(2016)云0128执358号领取财物通知，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们自公告期限届满后6个月内领取
由刘乾仙帮你保管的财物，逾期不来领取，本院将对申请人保管的
财物作为无主物处理。 [云南]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1月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罗玉琦申请宣告罗玉
林（曾用名罗玉琳）死亡一案。申请人罗玉琦称，被申请人罗玉林
（公民身份号码：14031119601103151X）出走 20多年未归，至今下
落不明。下落不明人罗玉林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
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罗玉林将
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罗玉林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罗玉林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西]阳泉市郊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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