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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加强党建工作 促进司法公正
本报记者 曾 妍 本报通讯员 唐三伏 周 纯 周文迪

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目标，坚持“抓党建带队
建促审判”工作思路，努力做到“一名党员法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党支部就是一个战斗堡垒”，把党的建设贯穿于审判
执行、司法改革、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全过程，实现党建工作和审判工作的有机融合、协调发展，司法公信力得到提
升。2015、2016年，该院连续荣获全省法院司法绩效先进单位，法官公众测评分别位居全省第一、二位。

以党建促改革务实为民以党建促审判攻坚克难

2017年 5月，永州法院系统 80名
法官齐赴北京大学参加培训，学习十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民商事审判
实务。

“通过党建工作端正司法理念，教
育引导法官不断提高司法为民、公正
司法的意识和能力，是实现办案政治
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的重要思想保证。”该院党组副书记、
副院长、机关党委书记柏国春介绍。

2016年以来，永州中院紧紧围绕
“四讲四有”的总体要求，将司法活动纳
入到“三会一课”等基本组织生活制度，
创新党员教育活动形式，共召开主题党
会150余次、主题党课54堂、主题党日
活动42场，专题知识竞赛、主题演讲、朗
诵活动4场，专题业务培训1次，让党员
干警对“三会一课”充满了期待。

“永州中院的班子对党建工作如
此重视，成效如此出色，让我非常敬
佩。”永州市直机关工委负责人在法院
调研时，充分肯定了永州中院的机关
党建工作，赞誉该院机关党建引领作
用得到了充分发挥。

与此同时，该院深入开展“学习
型、创新型、服务型、高效型、廉洁型”
支部和一流机关创建活动，党建工作
硕果累累，绩效评估、社会管理综合治
理、维护社会稳定、精神文明建设与意
识形态、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党建等工作荣获全市先进，并成功
争创湖南省文明标兵单位，同时，78

人次荣获市级以上表彰。
作风改变源于党建引领。在用组

织保障激活争先创优引擎的同时，永
州中院党组坚持不懈抓司法作风建
设，“严”字当头，用“铁”的纪律锻造

“钢”的队伍。
在纪检组长盘树峰看来，“对人民

法院来说，作风就是形象，作风就是司
法公信力。司法作风建设不是一阵
风，不会一蹴而就，更不会一劳永逸，
需要在细微处发力，从一点一滴做起、
从一言一行抓起。”

永州中院强化“两个责任”落实，
通过开展“纠四风、治陋习”等专项整
治，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坚
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坚决维护纪律的
严肃性，切实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群众反映突出的陋习问题得到根本性
治理，实现了零违纪零处分的目标，打
造出了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
优良、清正廉洁、忠诚担当的法院干警
队伍。

2017 年 5 月 22 日，永州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晖在市中院
调研时充分肯定了该院的党建工作：

“市中院对内抓管理、对外树形象，打
造‘五型支部’创一流机关，以创建为
龙头，创建全省文明标兵单位，党建、
精神文明建设、维稳工作同步推进，取
得了显著成效，把队伍带出了士气，极
大地提升了永州法院和法官在老百姓
心目中的公信力！”

“只有每个党员增强‘角色’意识，时
刻不忘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称号，才能始
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昂扬锐气、浩然正气，
才能带领干警攻坚克难、夺取胜利。”永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罗重
海一语点明法院党建工作的重要性。

2015年 7月 30日，永州中院刑事审
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王某某、
肖某某贪污、受贿一案。本案的特殊之
处在于，永州市人民检察院以“零口供”
对被告人王某某提起公诉；开庭前代理
律师通过博客、微博、微信客户端多次晒
出“喊冤信”，想以公众舆论影响司法审
判。

案件如期开庭，媒体聚焦于此。
王某某当庭翻供，同案被告人肖某

某虽当庭认罪，但在侦查机关的讯问笔
录内容多处反复，回答公诉人与辩护人
的问题时避重就轻。第一天庭审持续到
晚上，当晚就有匿名人士在网上对该案
提出质疑。

面对被告人的当庭翻供、全盘否认，
网络舆论的质疑，庭审如何继续下去？
突破口在哪里？庭审面临巨大困难。

凌晨一点，刑二庭的办公室依然灯
火通明。该案审判长、刑二庭庭长、共产
党员廖辉提议：“全部推倒原庭审预案，
重新寻找突破口！”

廖辉和合议庭成员一同开始再次仔
细研究每一页案卷，认真审查每一份证
据，悉心梳理每一句辩词……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廖辉的带领
下，合议庭不仅寻找到了新的突破口，还
牢牢把握住了庭审的方向和局势。

第二天，合议庭照旧白天开庭，晚上
开会总结分析……整整八天的庭审，合
议庭顶住重重压力，庭审顺利结束。法
庭最终依法分别判决二被告人有期徒刑
二十年、十三年。二被告人不服向湖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5 年 12
月，湖南高院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至此，这起媒体高度关注的“骨头
案”顺利审结。

“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每一起案件
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不冤枉一
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这是作为人
民法官的应担之责，也是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对人民的庄重誓言！”廖辉坚定地
说。

在永州中院，党员占全院总人数
近九成。每一个难审难判难执行的场
合，共产党员总是不畏艰难，争先恐后
攻坚克难，最终取得胜利。

全国模范法官、行政一庭庭长、支
部书记曾辉，全国法院司法警察先进个
人、法警支队支队长、支部书记贺晓春，
永州市最美优秀共产党员候选人、青年
党员代表刘志军……这一面面旗帜高高
飘扬在城市综合体、涔天河水库、湘江西
岸棚户区改造等一大批要案难案的审判
执行现场，奏响出党员干警司法为民、公
正司法的最强音。

“我们要从法官特别是党员法官的
思想作风入手，不断激活法官们自主办
案的思想内生动力，完成从‘被动多办
案’到‘主动办好案’的质的飞越。”在“提
升司法绩效”专题党组会上，罗重海着重
强调。

为更好地提升法官办案质效，发挥
党组织的政治思想引领作用，该院自
2015年3月起推行党组书记约谈制度。

“约谈制度的推行是‘一岗双责’的具
体体现，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道‘紧箍咒’，
目的是让每一个党支部都接受党组的严格
监督。”民三庭庭长李振湘坦言，“约谈制度
也为我们及时向组织汇报思想、工作难点
搭起一道‘连心桥’，让每一名支部书记都
能感受到来自党组的关爱。”

短短两年间，永州中院的司法绩效
排名由全省“八九不离十”跃升至第二
名。

取得良好的效果后，永州中院将该
制度从党组书记约谈延伸为党支部书记
约谈。该院各党支部书记除定期对支部
党员开展谈话谈心外，还不定期对本支
部的党员法官进行约谈，听取支部党员
思想、工作动态的汇报，及时召开支部专
题会议解决支部党员在发展中遇到的共
性问题，有效地解决了党建工作与审判

工作“两张皮”的问题。
为进一步压紧压实管党治党主体责

任，形成永州法院各级党组织“大党建”
统一格局，永州中院还要求班子成员深
入全市 11 个基层法院开展党建督导活
动，听取基层法院党组报告党建工作，约
谈从严治党不力的基层法院党组负责
人。

“中院党组的督导活动有利于我们
党组织建设的规范化，也是我们与中院
进行工作制度、审判实务经验交流的一
种形式，活动经验十分宝贵。”全国优秀
法院、全国法院党建工作先进集体——
江永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唐英表
示。

以狠抓“司法效率”为主题的 2015
年，永州中院在办案人员基本没有增加
的情况下，共受理案件 5334 件，同比增
长 99%；结案 5237件，结案率 98.18%，同
比 上 升 2 个 百 分 点 ，比 全 省 平 均 值
95.82%高出 3.7个百分点。永州市两级
法院办案效率指标居全省第一，平均办
案周期位居全省各中、基层法院第一。

以狠抓“案件质量”为主题的
2016 年，永州中院司法绩效排名全省
第二，其中结案率和平均办案周期位居
全省各中、基层法院第一。

以党建促管理绩效跨越

“我们老百姓打行政官司困难重
重，总是会受到当地过多干涉，希望
能有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2016年
3月，这则来自永州法院网“网民留
言”板块的留言引起了罗重海的注
意。

“要切实解决行政诉讼中长期存
在的‘起诉难’、‘原告胜诉难’、‘执行
难’等顽疾，真正防止行政诉讼被地方
势力干预，就势必要打破这个地域壁
垒。”在看到留言的当天，罗重海将行
政庭长叫到了办公室，“中央鼓励各地
探索改革，我们就从群众反映强烈的
行政审判入手。”

经过反复的调研和周密的论证，
永州中院关于行政诉讼案件异地集中
管辖制度改革试点的申请报告提交最
高人民法院。

一个月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公告，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永州市行政诉讼
案件集中由冷水滩、零陵、宁远、道县
法院管辖，实行异地交叉审理试点工
作。为了营造良好司法环境，试点法
院建立了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的诉
讼引导机制，畅通诉讼渠道，不将矛盾

推诿上交，不让当事人跑冤枉路，打通
司法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改变行
政相对人在行政诉讼中遭遇的“难告
官、告官难”的局面，使其合理诉求实
现“从访到诉”的跨越，着力破除个别
法院不敢收案和不敢依法裁判的问
题，有效筑起一道防范地方不当干预
的“防火墙”。2016 年，4 个集中管辖
法院共审结行政案件 384 件，人民群
众满意度大幅提升。

在罗重海看来，老百姓对公正司
法的新期盼，恰好验证了改革成效：

“以前，老百姓打行政官司总抱着试试
看的心态。如果赢了会‘想不到’，输
了则属‘意料之中’。而实行异地交叉
管辖，能有效剔除案件以外的不利因
素，最大限度地把纠纷纳入法治化轨
道解决，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
利。”

在推进行政审判异地集中管辖的
同时，永州中院又从群众反映强烈的

“申诉难”、“执行难”问题入手，在全省
率先探索引入第三方律师参与申诉信
访、第三方执行监督机制等改革，不仅
走出了司法改革的永州路径，还赢得
了当事人的充分肯定和点赞。

以党建促队建提升整体形象

盛方奇 制图

以党建促审判攻坚克难

在永州中院，每一个难审难判难执行的
场合，共产党员总是不畏艰难，争先恐后攻
坚克难，奏响出党员干警司法为民、公正司
法的最强音

以党建促管理绩效跨越

为更好地提升法官办案质效，发挥党组
织的政治思想引领作用，永州中院自2015年
3月起推行党组书记约谈制度，短短两年间，
司法绩效排名由全省“八九不离十”跃升至
第二名

自2016年5月1日起，永州市行政诉讼案
件集中由冷水滩、零陵、宁远、道县法院管
辖，实行异地交叉审理试点工作，试点法院
建立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的诉讼引导机
制，2016年，4个集中管辖法院共审结行政案
件384件，人民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

以党建促改革务实为民

以党建促队建提升整体形象

永州中院深入开展“学习型、创新型、
服务型、高效型、廉洁型”支部和一流机关
创建活动，党建工作硕果累累，绩效评估、
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精神文
明建设与意识形态、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党建等工作荣获全市先进，并成功
争创湖南省文明标兵单位，同时，78人次荣
获市级以上表彰

2017年3月21日，本院根据通化金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申
请裁定受理泉州兴发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泉州兴
发贸易有限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
年6月27日裁定宣告泉州兴发贸易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泉州兴
发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福建]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

蔡述斌：本院对上诉人肖慧滨与被上诉人韦逢珠、原审被告蔡
述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闽
09民终2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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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勇胜、李青松：本院对张阿虾诉李勇胜、李青松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闽06民初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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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莫换梅申请宣告莫冬冬失踪一案，于 2017年 3月
7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2017年6月12日依法作
出（2017）甘1221民特1号民事判决，宣告莫冬冬失踪。本判决为
终审判决。 [甘肃]成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树山申请宣告被申请人高玉兰死亡一案，本院
于 2016年 6月 18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 1年，现已届满，高
玉兰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并于 2017年 6月 19日依法
作出（2016）辽0106民特9号民事判决书，宣告高玉兰死亡，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辽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家壮申请宣告吴敏死亡一案，于2016年6月4日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一年，现已届满，吴敏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
理终结，并于2017年6月19日依法作出（2016）鲁1626民特4号判
决书，宣告吴敏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山东]邹平县人民法院

徐彪：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年支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7）赣 1129民初 358号民事裁定

书后，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年支行提起上诉。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及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及民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江西]万年县人民法院
吴雪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年支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7）赣 1129民初 357号民事裁
定书后，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年支行提起上诉。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及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及民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
达。 [江西]万年县人民法院

高兴斌、李群清：本院受理曾晓琴诉高兴斌、李群清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
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福建]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高兴斌、李群清、朱锦：本院受理（2017）闽0102民初4587号

曾晓琴诉高兴斌、李群清、高晓汀、朱锦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福建]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杨湘萍：本院受理的原告熊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湘0111民初3339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证
据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
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南]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何恩富、齐齐哈尔市浩丰粮食有限公司：关于齐齐哈尔市铁
锋区瑞亨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通过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室随机选择黑龙江
中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依法对本案查封你们名下位于黑龙江省
泰来县江桥镇直你们东院内的两处房产（仓库）进行了价格评估
鉴定，该两处房产（仓库）被评估价为人民币 340329.00元。因你
们下落不明及你公司无人值守，本院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黑
龙江中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黑中齐评鉴字（2017）第3号

《司法鉴定意见书》。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你公司从送达之日起10日内对评估鉴定价格有异议可向
本院书面提出。逾期，即未提出异议，又未自动履行本案的金钱
给付义务，本院依法对上述房产予以拍卖、变卖。由此所出生的
费用和后果由你们承担。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锋区人民法院
宁夏万亿金实业有限公司、宁夏易融担保有限公司：本院执

行的宁夏富龙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与宁夏万亿金实业
有限公司、宁夏易融担保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委托
宁夏力天房地产评估咨询事务所对宁夏万亿金实业有限公司位
于银川市西夏区银国用（2010）第0966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
在建工程进行了评估，已作出评估报告书（司法鉴定许可证号
641062304）。现依法向你们公司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来本院领取评估报告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书
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0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申
请，逾期未提出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特此公告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深圳市海上精英娱乐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6 月至 2017 年 3
月 ，在大鹏新区南澳街道东山湾海域，因未经批准占用海域的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三条的规定，
主要证据有：现场笔录、现场照片、询问笔录、法院裁定文书、测
量报告等，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四十二

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公司）作出“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海
域，恢复海域原状，并处非法占用海域期间内该海域面积应缴纳
海域使用金十二倍的罚款，共计人民币贰佰壹拾柒万捌仟元整
（￥217.8万元）”的行政处罚。行政罚款的履行方式和期限：你
（单位）应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携带本处罚决
定书，将罚款缴至到中国银行缴纳罚款（账号：745864191277，户
名：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营业
部）。逾期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
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加处的罚款由代收机构直接收缴。缴款方式：①深圳市内外可在
中国银行任一网点通过本行转账进行缴费，也可在其他银行以
跨行转账的方式缴费；②选择转账时，须在转账单上“附加信息
及 用 途 栏 ”或“ 备 注 栏 ”中 完 整 抄 写“ 深 圳 非 税
1290190121700000079005”，且不再填写其他无关内容，否则可
能导致缴款失败。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六十日内，向深圳市人民政府或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申请行政
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广州海事法院起诉。但在复议、
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
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欧淑贞申请宣告陈玉英死亡一案，经查：陈玉英于
2013年 3月 10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 1年。希望陈玉英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
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陈玉英死亡。

[福建]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家韶申请宣告邝雅怀死亡一案，经查邝雅怀，

女，汉族，1957年6月13日出生，户籍地为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狮山镇兴贤联北村南约大街上二巷 15 号，公民身份号码：
440622195706134381，于2013年5月30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
人公告，希望邝雅怀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
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亚丽申请宣告刘亚娟死亡一案，经查：刘亚

娟，女。1974 年 11 月 17 日出生，汉族，原住齐齐哈尔市昂昂溪
区道北街道红星委 8 组，公民身份号码 230205197411170440，

于 1998 年走失，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刘亚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6月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徐松青申请宣告公民

死亡一案。申请人徐松青称，2011年12月26日徐进成离家出走，下
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徐进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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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徐进成将
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徐进成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徐进成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西]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6月1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曹胜堂申请宣告公民

死亡一案。申请人曹胜堂称，下落不明人曹维芳（男，1932年4月8日
出生，汉族，住青岛市李沧区升平路26号4号楼二单元202户，公民
身份号码510702193204089153），2010年6月18日下午于永平路附
近走失，后家人报警、登报寻人至今无音讯。下落不明人曹维芳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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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曹维芳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曹维
芳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曹
维芳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东]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邱胜申请宣告邱存文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邱存
文 ，男 ，汉 族 ，1961 年 11 月 12 日 出 生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511026196111124113，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小院镇方广寺村三组
27号人，务工，住该村。邱存文于2016年10月16日，驾驶车牌号为
川MB5933的皮卡车沿国道214线1337公里处。为避让道路右侧石
块，车辆翻下悬崖，坠入澜沧江中。至今下落不明，经昌都市卡若区
分局卡若镇派出所出具证明邱存文已无生存的可能。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邱存文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
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特此公告

[西藏]昌都市卡若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杨昆福申请宣告杨枝美死亡一案，经查：杨枝美，男，

汉族，1926年11月4日生，户籍所在地为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
路584号2栋1单元301号，身份证号码为530103192611042514。杨
枝美于 2013年 4月 28日离家，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杨枝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云南]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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