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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简易程序适用。自立案登记制
实施以来，周口两级法院收案数激增，
案多人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简易程序
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有方便当事人
诉讼和缩短了诉讼周期的优势。周口两
级法院通过修订考核数据和出台具体措
施，规定各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案件不少于70%，推荐和提倡适用简易
程序审理案件，节约了审判资源。

推广小额诉讼适用。针对小额诉讼
程序简便、快捷、一裁终审等优势，结
合实际，进一步规范小额诉讼的适用范
围和程序，对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
系明确的民事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
序；适时提高适用小额诉讼的标的额，
让更多的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同时
规定，各基层法院适用小额诉讼审理的
案件要占全部案件的 5%以上，并把此
作为主要考核指标。2016 年，周口两
级法院适用小额速裁程序审结 1662 件
案件，有效减轻当事人的诉讼负担、提
高了效率。

推广裁判文书签发权下放。随着法
官员额制改革的推进，周口两级法院逐
步下放裁判文书签发权，规定二审维
持、调解、撤诉等案件由审判长签署后

印发，二审改判的案件由庭长签发，二
审发回的由分管副院长或专委签发；待员
额制实施后，文书均由员额法官签发。裁
判文书签发权的下放，实现了90%以上的
二审案件由审判长签发，极大地提高了审
判效率，缩短案均审理时间，实现了让审
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开展“四评查”活动。对2015年5
月份以后审结的案件进行集中评查。按
照“四管齐下、分别推进”的工作思
路，中院分别制定对庭审、卷宗、裁判
文书和重点案件的评查方案，对“四评
查”活动的开展进行指导和规范；采取
交叉的方式互相评查、发现问题，各位
法官既作为评查的主体，又作为被评查
的对象。通过深入评查，发现、挖掘存
在的问题，通过对存在共性和个性问题
集中讲评、反馈，并认真落实、整改。

同时，坚持 “三个查办”，对评查
中发现的问题，坚持有错必纠，对违规
违纪的案件，迅速进行责任倒查，严格
追究责任。为期三个月的评查活动，共
评查庭审96个，卷宗195个，裁判文书
222份；先后召开专题讲评会 4次，讲
评共性问题96个，个性问题233个，取
得初步成效。

周口：创新驱动 砥砺前行
本报记者 冀天福 本报通讯员 陈 东

在豫东大地，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大市，创新二字屡屡被它频频提起并运用于实践当中，它就是河南省周口
市中级人民法院。

周口中院2016年受理案件8932件，审执结8694件，结案率达到97.34%，全市两级法院共受理案件70470件，审执结
65990件，收结案均创历史新高，结案率、案件接收比、案均审理天数等多项指标均位居全省法院前列，受到河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张立勇、周口市委书记刘继标等省、市领导的多次批示肯定；省内外11个中院、26个法院到周口中院学习、交流审
判执行工作方法和经验。

围绕中心创新理念
“审判执行就是法院工作的第一

要务。”这句话被周口中院院长李志
增多次重复强调。他曾多次这样说：

“一个煤矿的核心就是生产出优质的
煤，如果不能产出优质煤，无论它的工
人工服设计如何好，外部包装如何鲜
亮，都是徒劳！法院也是如此，法院工
作的核心就是审判执行工作，制度的
制定和执行、审判资源的调配、经费装
备的保障都要围绕审判执行工作这个
中心。”

“一个半月制定 12 项审判制度，落
实 9项措施，这就是创新带来的速度。”
周口中院审管办主任张述涛这样表述
创新带来的变化。

单位的人员交流常态化，极大地增
强了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周口中院开
展了两次大规模全员双向选择和一次
全院竞争上岗。经历两次全员双向选
择的民三庭干警何琼琼说：“第一次选
择我从宣传处到刑一庭，第二次选择从
刑一庭到民三庭，这在过去都是不可想
象的。”

创新带来职能转变，也带来了勃勃
的生机，更为围绕审判执行这个中心进
行服务和保障创造了条件。审判执行
部门快速、高效地办案，更好地实现为
当事人服务；综合部门找准与审判执行
部门的结合点和着力点，更好地服务和

保障审判执行部门。
车辆实行统一管理，优先保障审

判执行工作，随时申请、随时派车；简
化差旅费的报销程序，让业务部门的
干警少跑路，腾出时间专心办案。如
今，干警们到县、乡办案再也不愁派车
了，差旅费报账很及时，干警们的干劲
更足了。

在装备保障上，过去办公装备靠个
人申请，层层打报告，逐级登记审批，等
到装备到手，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周期；
现在每位干警两台电脑，一台台式机和
一台笔记本，办公楼WIFI实现全覆盖，
办案和上网查资料实现两不误；各业务
部门急需的卷宗装订机、便携式打印
机、单反照相机、摄像机主动配发到每
个部门。

创新带来新变化、新气象。各部门
的协同配合，各项保障措施的及时跟
进，为周口中院的审判执行工作注入动
力和活力。2016 年周口中院结案率
97.34%，同比上涨了 3.7%。

思路决定出路，创新为周口中院带
来的不仅仅是巨变和革新，也让周口中
院收获得更多。2016 年周口中院涉诉
信访量同比下降 60%，对干警投诉量同
比下降 60%。在 2016 年河南省委政法
委组织的平安建设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调
查中，周口中院位居全省第三名。

审判创新纲举目张
诉讼案件结案率是审判工作的重要

内容，是反映审判质效的关键，只有抓
住这个“牛鼻子”，才能全面实现审判
工作上台阶、上水平。

结合工作实际，周口中院提出坚持
审判质量和效率并重的原则，重点抓好
诉讼结案率，推进案件简繁分流，尽最
大努力使案件审理快一点、再快一点。
为此，他们实施诉讼时间节点制度，规
定案件诉讼程序的时间节点，并且尽可
能减少节点用时，提高办案的效率，全
面缩短案均结案时间。

推行干警业绩月量化、评比。按照
案件性质、审理程序和结案方式的不
同，赋予不同分值，将办理案件转化为
积分，每月对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办
案情况进行通报、评比，形成了你追我
赶、人人争先的良好局面。

评选表彰办案标兵。每月从《河南
法院审判流程管理系统》中提取案件数
据，汇总排序，按照积分高低，将周口
中院前8名和基层法院前10名的法官评
为月办案标兵，依次类推选出季度、半
年和年度办案标兵，每月组织召开绩效
考核讲评会暨月办案标兵表彰会，对当
选的办案标兵进行隆重表彰。

2016 年周口两级法院共评选月办
案标兵 216 人次，季度办案标兵 72 人
次，半年度办案标兵 36 人次，年度办
案标兵 18 人次；树立重视、重用办案

标兵的工作导向，在竞争上岗、任职考
核中，对月、季度、半年和年度办案标
兵额外加分，优先晋职晋升；在 2015
年、2016 年公务员年度考核测评中，
周口中院8名年度标兵不经测评，直接
进入考核优秀的行列。

2015 年周口中院案均结案时间为
45天，同比缩短 86.12%；2016 年周口
中院案均结案时间为 36.6 天，同比缩
短 18.7%。办案快了！效率高了！这
是来周口中院打官司的当事人和律师
的一致评价，上午开庭，下午就能收
到判决，已经成为周口中院审判工作
的新常态。

“同向的评比，工作绩效一目了
然，既给了压力，又给了动力。”周口
中院金融庭庭长展长敏这样评价。

该院还注重把握五个审判进度。为
了避免两级法院审判效率前低后高、审
判节奏前松后紧，月收结案不平衡等现
象，周口中院党组按照审判规律和惯
例，分别情况，把两级法院全年的审判
工作分为五个进度。五个进度的明确，
为全年的审判节奏明确了方向，通过科
学、统筹调整审判进度，保持审判效率
高速运行，保持收结案实现良性循环。
今年 1月，周口中院结案率为 46.24%，
2月结案率为 73.7%，1至 2月，周口中
院、全市两级法院的结案率均名列全省
法院第一，获得 “双第一”。

执行创新有的放矢
实际执结率是执行工作的一项关键

指标, 关乎法院裁判权威的真正树立，
是衡量当事人权益实现程度的标尺,也
是衡量法院执行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准。
对此，周口中院因时、因案施策，方法灵
活，效果良好。

形成执行工作合力。全力构建以中
院执行局对全市执行工作统一领导、统一
管理、统一指挥的工作格局，切实加强对
执行工作的领导和管理；组织召开基本解
决执行难动员会、推进会，逐级签订“军令
状”，加强领导、构建格局、形成共识、凝聚
合力破解执行难；实施执行裁决权和执行
权分离，相互监督、相互制衡。

开展打击拒执犯罪“雷霆行动”。设
立打击拒执犯罪专门合议庭，专门审理
拒执犯罪，减少中间环节，实现刑事审判
与执行工作有效对接；公诉案件加强与
公安、检察机关沟通协调，自诉案件快
立、快审、快判。

开展“百日执行风暴”专项活动。对
隐匿财产、拒不履行义务的“老赖”硬起
手腕，凝聚力量，合力执行；活动期间，共
司法拘留 487人，刑事立案 182件，追究
刑事责任34案37人。

开展集中执行“春雷行动”。利用春
节、元宵节被执行人回乡过年、过节的有利
时机，广大执行干警放弃了与家人团聚，奋
战一线，集中查堵长期躲避执行的归乡“老
赖”。据统计，今年1月17日至2月17日一
个月，周口两级法院共组织集中执行行动
168次，拘留“老赖”725人，执结案件1041
件，到位执行标的额6614.701万元。

“‘春雷行动’擂出声威、擂出效果，打
得‘老赖’无心可安、无处躲藏，让‘老赖’
窝心、让申请人舒心。”分管执行的副院长
刘明杰这样解读“春雷行动”的效果。

2016年，周口两级法院共实际执结
案件 7001 件，实际执结率 42.96%，实现
了执行工作齐头并进和良性发展。

周口法院在执行工作中还开展了
“六必做”，即：必查身份信息，必贴失信公
告，必查财产信息，必查土地、房产等信
息，必查被执行人车辆信息，必发失信名
单。被执行人未申报财产信息情况的，一
律上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并将每个上黑
名单的被执行人的信息制作成带照片的
小公告在社会上张贴，最大程度的震慑
被执行人。

小公告、大作用！家住郸城县的王
某，最近十分郁闷，因为女儿彩礼的事不
仅打了官司，他和女儿的头像还被做成小
公告贴到了村里和家门口。这下可急坏
了王某，退婚、不还彩礼这事要张扬出去，
自己的脸往哪搁，让女儿以后怎么嫁人？
他赶紧到法院履行了判决书规定的义
务。这只是小公告显奇效的一个小案
例。2016年周口两级法院共张贴大头贴、
小公告26320张，敦促案件执行1336件。

坚持被执行人上黑名单将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信息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库，向社会公布，同时，限制
其高消费，迫使其履行义务。2016 年，
全市共录入黑名单 12260 万人次，发布
率 150%。该做法被河南高院在全省法
院进行推广。

效率与质量并重

盛方奇 制图

围绕中心创新理念

实施诉讼时间节点制度，规定案件诉讼程序
的时间节点，并且尽可能减少节点用时，提高办
案的效率

推行干警业绩月量化评比
每月组织召开绩效考核讲评会暨月办案标兵

表彰会，对当选的办案标兵进行隆重表彰

开展了两次大规模全员双向选择和一次全院
竞争上岗，单位的人员交流常态化

车辆实行统一管理，优先保障审判执行工
作，随时申请、随时派车；简化差旅费的报销程
序，让业务部门的干警少跑路，腾出时间专心办
案

各部门的协同配合，各项保障措施的及时跟
进，为周口中院的审判执行工作注入动力和活
力。2016 年周口中院结案率 97.34%，同比上涨
了3.7%

审判创新纲举目张

执行创新有的放矢

推广小额诉讼适用，提高审判效率
裁判文书签发权下放，员额制实施后，文书

均由员额法官签发
开展“四评查”活动，通过深入评查，发

现、挖掘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存在共性和个性问
题集中讲评、反馈，并认真落实、整改

构建以中院执行局对全市执行工作统一领
导、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的工作格局

设立打击拒执犯罪专门合议庭，专门审理拒
执犯罪，减少中间环节，实现刑事审判与执行工
作有效对接

对隐匿财产、拒不履行义务的“老赖”硬起
手腕，凝聚力量，合力执行

效率与质量并重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5月9日（总第7000期）

本院根据债权人福建省安溪紫韶茶叶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6年6月20日裁定受理福建省安溪广福包装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福建省安溪广福包装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
福建省安溪广福包装有限公司管理人。2017年4月11日，本院根
据债务人福建省安溪广福包装有限公司的出资人林为棒的申请裁
定福建省安溪广福包装有限公司重整。 [福建]安溪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3月23日于本报发出的关于债务人中山孟昌
摄影器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案号为（2016）粤 2071 民破 9
号]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间，原定于2017年5月23日上午9时
召开，现因工作安排更改为2017年6月22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
十三审判庭召开。另中山孟昌摄影器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申报
债权截止日期变更为2017年6月10日前。其余事项不变。

[广东]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因一拖（洛阳）汽车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破产

清算工作已经结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
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本院于2016年12月28日裁定终结一拖
（洛阳）汽车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湖北星聚工业印刷设备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4
月24日作出（2017）鄂1281民破（预）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
人湖北星聚工业印刷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依法指定湖北
宁华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管理人办公室地址赤壁市经济开
发区赤马港园区十号路（湖北星聚工业印刷设备有限公司厂区），联
系电话18972851826。债权人应在2017年7月26日前向管理人申
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湖北星聚工业印刷设备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和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7年8月2日（星期三）上午9时在天龙皇朝
国际酒店十二楼会议室召开，地址赤壁市河北大道333号。债权人
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个人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
权委托书等相关材料。 [湖北]赤壁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3月23日裁定受理襄阳巨力化工实业有限公
司重整一案，并于2017年4月25日指定襄阳力捷清算事务有限
公司担任襄阳巨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襄阳巨力化工实
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7年6月20日前，向襄阳巨力化工
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

212 号，邮政编码：441022，联系人：姜红，联系电话：0710-
4905678、131144846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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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巨力化
工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襄阳巨力化工
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7
月4日上午9时在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152号南山宾馆二楼西会
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镇江新区新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已
于2016年9月23日裁定受理了江苏磁源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案。经查明江苏磁源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
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3月31日裁定宣告江苏磁源
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江苏]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年4月5日，本院根据申请人长兴县永兴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长兴锦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查明，浙江长兴锦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2012年起就
停止经营，目前无办公场所、无在建工程、无车辆房产、无银行存
款，可供清偿债务的财产仅为执行款1030万元。截至2017年4月
23日，申报债权金额为108538858元。经管理人审核，已确认债权
金额为101713119元。本院认为，浙江长兴锦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其全部债务，符合破
产宣告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
规定，本院于2017年5月2日裁定宣告浙江长兴锦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破产。 [浙江]长兴县人民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已裁定受理北京融金智强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注册号：110228003780774）强制清算一案并已决定成
立清算组，请有关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泰康金融大厦9层，联系人
关联、陈敏，电话01065890648、13911554576）申报债权及办理债
权登记手续。 北京融金智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7年4月25日
兴隆县澳龙矿业有限公司债权人：经债权人会议主席同意并

提议，决定于2017年6月2日上午9时，在兴隆县人民法院召开债
权人会议，请准时参加。 兴隆县澳龙矿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7年4月20日

根据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16）冀0802民清2号
民事裁定书，法院已经受理承德大政自动机械有限公司清算申
请，并指定河北承天律师事务所成立清算组。根据《公司法》第
185条规定，清算组特发此公告。请各债权人于公告之日45日
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需提供债权证明材料
并对债权事项进行说明。自然人申报的需携带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法人及其他组织应携带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代理人申报的需携带
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清算组工作地址：
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嘉和广场写字楼A座四楼河北承天律师事
务所，联系人：吴迪律师，电话0314-5898923、15831491566，唐彦
阁律师，电话0314-58989891、13831475158。

承德大政自动机械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7年4月20日

本院受理原告刘军与被告绥棱县信恒粮食经销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刘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立即
给付卖粮款40040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原告向被告出售玉
米，价款41040元，双方约定玉米收购价格为0.68元，2015年12
月末清偿粮款。2017年1月，被告绥棱县信恒粮食经销有限公
司向原告清偿粮款1000元。剩余粮款40040元至今未有清偿，
故原告提起诉讼。因与本案诉讼标的为同一类的案件众多，故
相关权利人应在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登记。

[黑龙江]绥棱县人民法院

唐春芳：本院受理申请人杨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执
行过程中，对你名下坐落在邵阳市大祥区城南乡祭旗村土地使
用证编号为（2013）字第S1107号土地进行了委托评估，由邵阳中
鑫土地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16日进行评估。评估面积：
424.23平方米；单位地价：2111元每平方米；总地价：895550元。

由于你长期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估价报告内容。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
对该土地进行拍卖。 [湖南]邵阳县人民法院

李成虎：本院执行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开发
区分行诉你方欠款纠纷一案，依法委托天津倚天房地产土地评
估有限公司对你名下坐落于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贻成泰和新都
7-2-2103号房产进行评估，现已作出编号为倚天房评字（2016）
第067号评估报告书。现予公告送达，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
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
卖。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功能区)

安捷乐（天津）物流有限公司、天津鑫海源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营业部与安
捷乐（天津）物流有限公司、天津鑫海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分行营业部申请执行（2016）津01民初265号民事判决，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津01执169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财产申报表、风险提示和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周建平：本院执行的德钦丹增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与周建平
借款合同纠纷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法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云3422执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责令你履行（2015）德
民初字第6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1）向申请执行人偿还贷款
本金400000.00元及利息；（2）支付律师代理费31020.00元；（3）向申
请执行人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4）负担案件受理费共计
3882.05元，申请执行费共计6365.30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云南]德钦县人民法院

云南万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权兴申请执行陈建
兵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拒不履行协助义务，致使本案
申请人刘权兴的权益受到损害，故本院依法追加你公司为被执行
人。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追加你公司为被执行人的
(2017)云0128执20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云南]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丽江鸿源堂商贸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拖登等42名申请人
与丽江鸿源堂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因你公司下落不
明，依据法律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7）云3422执6-
47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责令你公司履行（2016）云3422民

初47-8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1）向申请执行人支付玛卡
款共计413299.00元。（2）负担案件受理费共计1055.00元，申请
执行费共计3407.48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 [云南]德钦县人民法院

新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陈广斌、武汉新十建筑集团有限公
司哈密分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程仕有与被告新十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陈广斌、武汉新十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哈密分公司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申请对工程量进行鉴定，现通知你们自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第七日上午10时到本院选取鉴定机构（遇节假日顺
延）逾期本院将依法随机选取鉴定机构。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新疆]伊吾县人民法院

邢会玉：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海
新区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依法委托中通诚（天津）房
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邢会玉名下的坐落于天津开发区第
三大街 87 号 4-312 房产进行评估，现已作出津中通诚房估字
（2017）第64号房地产评估报告书，现予公告送达，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
公开拍卖。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功能区)

陈凯，你于2011年1月2日至今一直未来单位上班，且
未履行任何手续，截至 2017年 5月 3日连续旷工 2300多
天，严重违反了单位的相关规定，在此期间，支行多次联系
你的家人，并到你的住处，均联系不上你本人。限你在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五日内（节假日顺延），到支行办理相关手
续，限期不来，支行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延安七里铺支行

联系人：王林 电话：09112494669
2017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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