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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党建带队建作表率。法院
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一岗双责”责
任制，强化领导班子的模范带头作
用，使法院班子形成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的战斗堡垒。重视基层
党组织建设，每名党组成员负责联
系指导一个党支部打造一个品牌，
形成以党组为核心、党总支为主
导、各支部和党员为基础的四级联
动抓党建的工作体系，影响带动全
院干警团结拼搏，队伍凝聚力、战
斗力明显增强，涌现出“全区优秀
共产党员”、“全市先进基层党组
织”、“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等先
进集体和个人。

强化能力建设夯基础。加强理
想信念和职业道德教育，坚定干警
法治理念，增强干警群众观念，有
效解决办案机械、办案拖拉等问
题。创新培训方式，举办“微课
堂”教育，让资深法官轮流授课，
发挥传帮带作用。开展岗位大练

兵，通过定期抽取每个法官的庭审
现场、裁判文书、案件进行评查评
比，提高法官司法能力，其中有 5
篇优秀裁判文书、5个精品案件获广
西高院表彰，3名法官获“全区法院
办案标兵”称号。注重学术论文、
调研成果转化，1篇学术论文获全国
法院表彰，7 篇学术论文、2 篇调研
文章获广西高院表彰，被评为“全
区法院学术论文优秀组织奖”。

强化廉政建设促公正。严格落
实 “ 两 个 责 任 ”， 通 过 “ 常 拉 袖
子”、“常敲警钟”常态化的廉政教
育监督机制，运用提醒、约谈、廉
政谈话等方式，实现了案件、队
伍、干部自建院以来“零违纪”，树
立了法院良好的形象。不定期开展
庭审纪律作风检查，随机回访案件
当事人对法院和法官工作的满意程
度，不断提高群众对法院工作认同
感。该院社会公众满意度排名已连
续三年位居全区基层法院前 10名。

贵港覃塘：丹心铸正义 天平护民生
本报记者 费文彬 本报通讯员 黄仲胜 黄朝霞 李 倩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是一个成立仅 13 年的年轻法院，干警平均年龄不到 36 岁。他们
用忠诚与汗水守护天平，用满腔热情“抓班子建设、抓建章立制、抓质量效率”，锻造了一支政治坚定、
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优良的干警队伍。

依法履职有成效

勇于推动管理创新

法官队伍硬气朗朗

刑民行协调并进，审判工作年年有
进步。覃塘区人民法院严厉打击刑事犯
罪，依法调解民事纠纷，协调疏导行政
纠纷，所审理案件的上诉率、改判、发
回重审率明显下降，一审服判息诉率、
社会满意度在不断提升，连续五年案件
结案率居全市基层法院最高，无一件超
审限案件，绩效考核指标连续五年位居
全市基层法院首位。覃塘辖区为国道
209 和 324 交汇处，道路交通事故频
发，为此，该院于 2011 年专门成立民
三庭进驻交警部门现场办公办案，成立
至今年均收案600件以上，化解了大批
交通事故纠纷，近几年来无涉交通事故
纠纷的上访事件，获得了自治区综治委
的高度肯定。这是覃塘法院公正审理案
件、积极延伸审判职能作用的一个典型
缩影，法院和法官形象在忠诚守护社会
公平正义中得到明显提升。

凝心聚焦民族情，家事审判惠万
家。覃塘法院地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辖区 60%的人口为壮族人民，农村人口
占 90%。2015 年 8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覃塘区法院作为广西
家事审判改革试点法院，该院结合实际
工作情况，成立家事审判合议庭，组建专
业化的家事审判组织；与妇联、公安、司
法、民政等职能部门协调沟通，形成了

《覃塘区家事纠纷联动处理机制》，涵盖
人身保护、心理疏导、诉后跟踪及帮抚机
制等8个联动机制。大胆探索符合家事
审判的证据规则，涉及家暴或多次起诉
的离婚案件，法官主动走访当事人的亲

属、邻居、所在地村委（街道）干部并形成
长效机制。试点工作开展以来，该院共
审理家事类案件 495 件，占民商事案件
的 30%，所审理的家事案件信访投诉为
零，真正实现了以审判促社会和谐、维护
少数民族群众利益的目标。2016年4月
22日，广西高院院长黄克率队对覃塘法
院家事审判改革工作进行调研，充分肯
定了覃塘法院的有益探索。

助力辖区经济发展，特色司法服务
成效突出。覃塘法院以辖区的石卡产业
园区为服务的中心点，积极推行“行政
纠纷诉前协调机制”，在园区企业项目
创建伊始就主动介入，选派优秀法官
100 余人次为涉及拆迁群众释疑解惑，
助推产业园华奥新能源汽车项目、久久
星电动车项目等重大企业顺利生产经
营。院领导定期率队到重点企业进行走
访调研，摸清工厂企业发展生产过程中
面临的具体法律难题，积极协调区相关
部门共同做好法律服务工作。同时紧扣
制度化建设，及时向相关部门提出有效
的司法建议，推动形成服务经济发展的
规范化机制。在产业园设立“法官联系
服务站”，为企业开展法律咨询、法律
宣教、化解矛盾纠纷等免费司法服务。
2016 年至今，已第一时间为各大企业
化解矛盾纠纷 30 余起，为企业职工提
供法律咨询 1000 余人次，解决棘手法
律问题 70 余个，提出科学合理的司法
建议 7 条，让全区企业强能力、避压
力、减纠纷，为园区发展保驾护航，得
到了市委、区委的高度肯定。

推进执行指挥中心建设，合力攻克
“执行难”。按照“党委政法委领导、各
联动部门参与、人民法院主办”模式，
于 2013 年建设执行指挥中心，执行联
动提高了执行工作成效。采取扩大财产
查询范围、限制贷款、高消费、出境等
强有力的措施，大力开展消极执行、拖
延执行行为的专项治理，对485名拒不
履行义务的失信被执行人进行“黑名
单”曝光，有力打击了他们拒不履行义
务、规避执行的行为。三年来，执行案
件收案 2046件，结案 1784件，结案率
87.19%，有力保障了当事人的胜诉权。

推行审判管理精细化，审判执行工
作名列前茅。坚持制定细化绩效管理考
核办法，注重建章立制，明确各部门的
职责，与干警业绩挂钩，以制度管人管
事，提高工作效率。推行案件精细化管

理，出台催办督办制度、超六个月未结
案件通报制度、“网上办案”制度等，
实行案件质量与效率情况逐月通报、季
度分析、半年研判、全年评比，动态监
控案件评估指标，提高正常审限内结
案。覃塘法院案件结案率连续三年名列
全市基层法院第一，无一件超审限案
件，衡量审判执行工作的绩效指标连续
三年位居全市基层法院首位。

打造“诉调对接”平台，化解大批
矛盾纠纷。在诉讼服务中心搭建诉前矛
盾纠纷化解衔接平台，与综治信访维稳
中心、群工部、司法所等部门加强沟通
与联动。在辖区 10 个乡镇设立“诉调
对接服务点”，与村级人民调解组织形
成诉调对接平台，共同促进纠纷化解。
诉调对接工作多次获得上级党委、法院
的肯定。

践行为民司法
提升司法服务获群众点赞。2012

年 12 月底，法院审判业务综合楼、备
勤楼顺利投入使用，极大地改善群众

的诉讼环境。升级改造了院部的诉讼
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立案服
务，便捷高效的服务赢得前来立案的

群众 100%好评。完成了 8 个科技法
庭建设，发挥东龙、石卡两个基层
法庭前沿阵地作用，1017 件案件得
到就地审结，深受当地群众欢迎。
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对 223 件案件
的当事人实行缓、减、免交诉讼费
89.41 万元，让经济困难当事人打得
起官司。为困难刑事被告人指定辩
护人 132 人次，使普通老百姓真正
感受到法律的关怀和公正，得到当
地群众的点赞。

妥 善 处 理 涉 诉 信 访 为 群 众 解
忧。全院实行院领导和全体法官涉
诉信访值周制度，院长亲自约谈信
访人，法官带案下访，认真回复群
众的涉诉信访问题。建成远程视频
接访室，群众预约后可通过视频直
接向各级法院“面对面”诉访，为
涉诉信访群众解忧。三年来，共化

解 49 起涉诉信访问题，一审服判息
诉率连续位居全市基层法院首位，
无重大信访、群体访和异常上访等
情况发生。

推进司法公开赢群众信任。打
造“两网两微”平台，全方位公开
法院各项工作，案件当事人足不出
户就可以查询案件流程信息、查阅
生效裁判文书，群众可随时了解法
院各项工作动态，以司法的公开赢
得群众的信任。举办“法院公开
日”活动，邀请群众、机关人员、
村干部、学生等走进法院，直观了
解法院工作。强化法院形象树立，
在贵港电视台播放 67 个宣传片，在
各类刊物、网站发表宣传文章 3845
篇，制作近 300 幅宣传板报在覃塘
区各乡村展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
方式传播中国法治好声音。

自觉接受内外监督
牢固树立“监督就是支持”的

工作理念，主动接受来自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的监督。三年来，覃
塘法院共及时办理党委、人大交办
的各类意见建议、督办案件、信访
案件 29 件；邀请区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旁听庭审 38 次、监督执行 35
次、参与阳光评议案件 40 件；邀请
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 1165 件
2055 人次，普通程序案件陪审率
100%。扎实推进“阳光司法”，通
过审务公开、裁判文书上网、庭审
直播等方式公开接受人民群众和社
会各界的监督，提高司法公信力。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多
年不懈的努力让覃塘法院硕果累

累。覃塘法院先后荣获“全国巾帼
文明岗先进集体”、“全国法院党政
机关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专项积
案清理工作先进集体”、“全区优秀
法院”、“全区法院司法行政工作先
进集体”等荣誉，连续四年获得全
市法院绩效考评一等奖。其中，石
卡人民法庭荣获全区法院先进集体
表彰；马肖华、黄敏开、罗豪、李
春晓等一批干警分别获评“全国法
院先进个人”、“全区法院先进个
人”、“全区优秀法官”、“自治区优
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2017年 1
月 14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 85家
优秀法院进行了表彰，覃塘法院获
得“全国优秀法院”荣誉称号。

盛方奇 制图

依法履职有成效

勇于推动管理创新

推进执行指挥中心建设，合力攻克“执行难”，
执 行 案 件 收 案 2046 件 ， 结 案 1784 件 ， 结 案 率
87.19%；

推行审判管理精细化，审判执行工作名列前茅，
结案率连续三年名列全市基层法院第一；

打造“诉调对接”平台，化解大批矛盾纠纷，诉
调对接工作多次获得上级党委、法院的肯定

刑民行协调并进，审判工作年年有进步，绩效考
核指标连续五年位居全市基层法院首位；

凝心聚焦民族情，家事审判惠万家，所审理的家
事案件信访投诉为零；

助力辖区经济发展，特色司法服务成效突出，为
各大企业化解矛盾纠纷30余起，为企业职工提供法律
咨询1000余人次，解决棘手法律问题70余个，提出
科学合理的司法建议7条

践行为民司法

提升司法服务获群众点赞，使普通老百姓真正感
受到法律的关怀和公正；

妥善处理涉诉信访为群众解忧，一审服判息诉率
连续位居全市基层法院首位；

推进司法公开赢群众信任，全方位公开法院各项
工作

法官队伍硬气朗朗

强化党建带队建作表率，建设四级联动抓党建工
作体系；

强化能力建设夯基础，加强干警理想信念和职业
道德教育；

强化廉政建设促公正，实现案件、队伍、干部自
建院以来“零违纪”

自觉接受内外监督

牢固树立“监督就是支持”的工作理念，主动
接受来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监督，扎实推进

“阳光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陈福胜：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方先成、姜荣昌、周忠琴与被上
诉人金沙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贵州省毕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贵州省织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纳雍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遵义市汇川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桐梓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绥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及原审被告金沙县石板
坡煤矿、贵州鑫盛源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最高法民终 707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上诉人何云晖、黄俊
添、黄塬琇与被上诉人李景欣、何建宏、何琴珠、何琴连及你公司
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照法律规定，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6）最高法民终 8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如下：准许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撤回上诉。一审裁定自本裁定
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本裁定为终审裁定。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褚晓红：上诉人大连新源华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

人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旗支行、原审被告汪义民、
汪义钧、大连庆宇经贸有限公司、佐源集团有限公司、大连佐源
食品有限公司、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佐源经贸有限公司、库伦旗
佐源糖业有限公司、锦州佐源糖业食品有限公司、大连佐源糖业
有限公司、褚晓红、褚萍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本院已作出（2016）最高法民终 723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何琴珠：本院受理的上诉人何云晖、黄俊添、黄塬琇与被上

诉人李景欣、何建宏、何琴连、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及你股东
资格确认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最高法民终 8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何云晖、
黄俊添、黄塬琇撤回上诉。一审裁定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
法律效力。本裁定为终审裁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钟新伟、褚建珍、惠州市鹏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惠州市汇
缘红木家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文雄诉被告钟新伟、褚建

珍、惠州市鹏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惠州市汇缘红木家具有限公
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粤 1302民初 86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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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惠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惠州市合晟置业有限公司、惠州祯诚实业有限公司、梁伟

文：原告苏汉仁诉被告惠州市合晟置业有限公司、惠州祯诚实业
有限公司、梁伟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吴骅：本院受理原告李广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苏1003民初388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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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河南省栾川县人民法院将于 2017年 4月 17日上午 10时起
至2017年4月18日上午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
平台（http://sf.taobao.com）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栾川县君山路
南侧、钼都路东侧君山御府A座楼 402、403、405等共计 40套住
宅。优先权申报、竞买报名、保证金交纳、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
及咨询电话等详见栾川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同上）拍卖公告、拍卖须知等，或致电 0379-66827860（赵
法官）进行联系。 [河南]栾川县人民法院

受委托，2017年3月28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依法
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拍卖标
的：四川欧亚薄膜材料有限公司应收款债权约 56项（详见明细
表）。参考价 94.06万元，竞买保证金 10万元。二、标的展示时间
及地点：即日起在标的所在地展示。三、注意事项：1、请以上标的
所涉及的相关当事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其他优先权
人莅临拍卖现场，逾时未到场者视为自动放弃享有的权利，优先

购买权人参加竞买应当按照本公告的报名方法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2、凡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3月27日下午18时前持有效身
份证件及竞买保证金交纳凭证到本公司办理报名手续。竞买保
证金经核实到达以下账户为准【户名：四川眉山鼎鑫拍卖有限公
司 ；开 户 行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眉 山 新 区 支 行 ；账 号 ：
22401101040002181。】联系电话：028-38100855 13648139381
杨先生 公司地址：眉山市东坡区诗书路中段金山商厦 501

室 四川眉山鼎鑫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3月21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谢世育：你从 2016 年 12 月 12 日至
今，因你未按规定履行任何请假手续，也未按规定到公司上班，
已构成旷工。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有关
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有关规定，以
及公司员工手册《奖惩制度》有关规定，经公司研究决定，公司解
除与你（谢世育）签定的劳动合同。

深圳市深燃石油气有限公司
2017年1月4日

谢晓忠：本院已受理原告陈保成与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意见表、
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须知。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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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泗安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长兴县人民法院

秦政印、李玲：本院受理原告蜘蛛王集团温州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诉被告秦政印、李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并定于 2017年 5月 22日下午 14时 30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
第六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永嘉县人民法院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川01清申17民事裁定书，裁
定受理债权人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对创美信息系统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美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并指定北京大
成（成都）律师事务所为创美公司清算组成员。现就相关事宜公
告如下：一、接管事宜：创美公司及各部门、相关人员应对其保
管、使用的财产、印章、帐簿、文书资料等进行梳理并制作清单，
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7日内向清算组进行移交。二、债权申报：
创美公司债权人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45日内，向创美公司清
算组（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下街 28号国信广
场 18楼；邮编：610031；联系电话：18583975005）申报债权，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联系人及具体联系方式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清算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创美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清算组

郑广利：本院受理崔玉荣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
的(2013)滨汉民初字第 9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3)滨汉执字第165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
本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内，被执行
人郑广利应自动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
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汉沽)

郑广利：本院受理崔玉荣与你民间借贷纠纷及天津滨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田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滨汉民初字第 0179
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滨汉执
字第 2247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本公告之日起 60日视
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内，被执行人郑广利自动履行

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汉沽)

张志生：本院执行的昌吉汇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张
志生公证债权文书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新疆天山有限责任公司会计师事务所作
出 的 报 告 文 号 ：新 天 会 鉴 字（2017）第 001 号 ，防 伪 编 号 ：
09912017020006564999的乌鲁木齐得胜地财富商贸有限公司2014
年1月至2016年10月31日司法会计鉴定报告。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
后10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

段维贵：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张春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廉政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届满之日起即日内到永
胜县人民法院执行局自动履行(2013)永民初15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
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云南]永胜县人民法院

沈炟：本院受理武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你未依照生效法
律文书履行法律义务。申请执行人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向本院申请
强制执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云3102执65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云南]瑞丽市人民法院

瑞丽市新康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武进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你未依照生效法律文书履行法律义务。申请执行人
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云 3102执 6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云南]瑞丽市人民法院
四川九峰投资有限公司、四川复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执

行的杨冠天、陈秀群与你们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川 0107执 852号执行通
知书、不得规避执行告知书、财产报告令、限制高消费令，责令你们
按照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7民初10465号民事判决
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义务。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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