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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河：忠诚履职 一心为民
雷 公 树 营

近年来，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始终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把司法为民作为各项工作的主旋律，从立案到执行各个环节，围绕让群众满意高兴做工作，通过便民举措暖民心、促
进和谐亲民心、连接群众赢民心、强柔并举顺民心、提升形象得民心，努力做到让党委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先后荣获全
省优秀法院、市级文明单位等多项荣誉称号。

以情待人 便民举措暖民心

勇于担当 强柔并举顺民心

香河法院办公室主任庄红海介
绍：“我们坚持党建先行，落实从严治
党责任，年初第一个全院大会即部署
党建工作，明确抓好党建带队建，抓好
队建促审判。”

香河法院通过院长讲党课、重温
入党誓词、集体宣誓、举办先进事迹报
告会、举办演讲比赛、慰问老党员、创
设走廊文化、征集廉政名言等多种活
动，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氛围，被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确定为“全省法
院文化建设示范单位”。香河法院走
出了一条“文化育人、党建兴院”新路
子，增强了队伍凝聚力，激发了干警工
作热情，为审判事业发展增添了活力。

香河法院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
前面，严格执行中央反“四风”要求和

“八项规定”精神，着力解决“六难三
案”问题，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

“一岗双责”，坚持“一案双查”。通过
随案向当事人发放廉政监督卡，开展
经常性审务督察，对有违纪苗头干警
进行廉政谈话等抓早抓小措施，坚持
对违规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确保
司法清正廉洁。

同时，香河法院立足于创建“学习
型法院”，制定教育培训规划，完善人
才培养机制，鼓励干警参加高层次学
历教育。创新培训形式，注重实务技
能培训，建立法官讲堂、法官沙龙、道
德课堂，开展审判实务、党务、廉政等
微课堂活动，组织开展疑难案件集体
研讨、审判工作例会、调查研究、庭审
观摩、百日办案竞赛等岗位练兵活动，
提升司法水平。

香河法院还注重强化公信立院，
以优质高效的司法品质取信于民。该
院建立符合审判工作职业特点和司法
规律的法官管理体制，首批入额法官
27名，组建 25个审判执行团队，探索
主审法官与合议庭审判团队办案机
制、院庭长审判管理和监督机制，完善
院庭长办案常态化。优化办案资源，
实行内部挖潜，探索内设机构改革，实
行机构整合，将现有庭室合并为八
个。员额法官担起执法办案第一责
任，逐步建立起权责明晰、权责统一、
监督有序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真正
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促进案件质效整体提升。

谈起该院的便民工作，河北省香河
县人民法院院长刘君介绍道：“一直以
来，我们坚持以诉讼费减免缓、司法救
助为具体举措，让打官司的群众真正感
受到司法的温暖，看得到司法公正。”

针对部分当事人因涉诉致困致贫，
从而滋生信访上访问题，香河法院积极
向有关部门协调汇报，通过多方筹集到
300万元，对涉诉致贫特困申请人等特
困群体给予经济救助，妥善解决了一批
诉讼、执行难案和信访老案。对涉及弱
势群体的案件，香河法院设立弱势群
体、小微企业诉讼绿色通道，五年来，
共对 800 余件案件实施减免缓诉讼费
400 余万元，让“有理无钱”的老百
姓、小微企业真正打得起官司、打得赢
官司。

香河法院坚持以巡回审判为依托，
在人口集中村街、企业设立巡回点，定
期派出法官现场办案。法官深入当事人
家中、田间地头办案，把工作做到百姓
的炕头上，把司法温暖送到百姓的心坎
上。该院规定，凡是涉及赡养、相邻纠
纷、当事人行动不便、在当地有一定典
型性和影响力的案件必须巡回审判，并

把巡回审判纳入岗位目标绩效考核。通
过发放便民服务卡、电话预约等方式，
该院每年巡回审判案件均超过百件，在
老百姓家门口就化解了矛盾纠纷，受到
群众广泛赞誉。

香河法院把诉讼服务中心和信访接
待窗口作为群众打官司的第一站，在原
有基础上进行全面改造，设有导诉分
流、立案审查、接待查询等八大窗口，
设立电子触摸屏、电子显示屏，配备格
式诉讼文书、电脑，设置醒目指示牌、
无障碍通道等人性化设施，还开通了
12368司法服务热线。整个诉讼服务中
心实现开放式、无障碍、一站式服务，
方便群众诉讼。

香河法院十分注重全面推进信息化
建设，目前已完成 13 个审判法庭的数
字化法庭全覆盖工作，建成远程提讯、
远程接访系统，设立执行指挥中心，推
进档案数字化管理。同时也为当事人设
立了自助查询机，只要刷身份证就可查
询案件进展信息。此外还不断完善官方
网站建设，开通官方微博、微信，及时
与网民互动，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知情
权、监督权和表达权。

延伸服务 促进和谐亲民心
刘君说：“我们坚持把加强司法调解

作为案结事了的重要手段来抓，要求办
案法官在‘调’字上下功夫，在‘和’字上
做文章，在‘了’字上求成效，最大程度地
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香河法院在调解工作中总结提炼出
的“调解八法”、“七段式调解法”、“调解
谚语”、“精品调解室”等已成为全院响亮
的品牌。该院着力推进多元化矛盾纠纷
解决机制建设，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
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大调解工作体
系。加强诉调对接，整合调解资源，完善
诉讼与非诉讼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
制，推动与行政机关、仲裁部门、调解组
织的对接，及时化解劳动争议、交通事故
和家事纠纷，缓解诉讼压力。

香河法院注重建立民调网络制度和
民调指导制度建设，在诉讼服务中心和
各个法庭设立人民调解工作窗口，各法
庭帮助各村街建立起人民调解委员会，

选任民调员，形成民调网络。注重加强
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通过采取给民
调员集中讲解法律、购买法律刊物、集中
培训、邀请旁听庭审、参与案件调解等措
施，既使民调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又使
民调工作卓有成效。

香河法院还充分发挥 8 个“一乡一
庭”的功能作用，确保矛盾纠纷梯次滤
化、简繁分流，有效化解群众诉讼难。该
院成立了诉前联调室，返聘两名离退休
法官担任调解员。同时引入社会力量强
化调解工作机制，完善调解志愿者协会
建设，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人
民陪审员等社会力量参与诉前调解，将
部分纠纷化解在诉讼前，减轻审判和执
行工作压力。近两年来，针对房地产领
域出现悔约、悔贷纠纷增多情况，香河法
院发挥诉前调解优势，使千余件商品房
买卖纠纷得以妥善解决，消除了群体性
事件隐患，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架桥铺路 连接群众赢民心
香河法院副院长侯东祥介绍：“香河

法院作为两次被确定的全国法院人民陪
审员改革试点单位，高度重视人民陪审
员工作，建立了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
作领导小组，制定了《人民陪审员管理实
施办法》，从陪审员选任条件、选任程序、
参审范围、参审职权、惩戒机制、履职保
障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规范人民陪审
员司法行为。”

香河法院坚持创新机制，大胆尝试
“2+3”、“3+4”大陪审模式，打造人民陪

审员制度改革的“香河模式”，总结创新
在全省乃至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
经验，激发人民陪审员工作活力。该院
试点改革经验做法被《新华网》、《人民法
院报》等多家媒体介绍。

为确保公平公正，香河法院在陪审
员中启用电脑选号，随机抽取。针对婚
姻家庭、未成年人犯罪等案件特点，选择
来自妇联、教育、团委等部门陪审员参
审；涉及房地产、务工赔偿等案件，则选
择来自建筑行业、劳动部门的陪审员参

审，从而增加了当事人对司法裁判的
认同感和公信力。

香河法院规定，凡是普通程序审
理的案件必须有人民陪审员参审。五
年来，人民陪审员参审合议案件 3500
余件 4000 余人次，参审率达 95%以
上。香河法院还为“一乡一庭”按照每
个法庭 4 名陪审员配备，让陪审员主
动进村入户入巷，进行法治宣传教育、
了解社情民意、预防化解矛盾工作。

2015年初，香河法院人民陪审员
由过去的52名增至164名。县人大和

法院联合为人民陪审员举行集体颁发
聘任证书仪式，并进行集中宣誓、集中
培训，提升了陪审员的荣誉感和基本
素质。

通过人民陪审员参审活动，一方
面让群众意愿、诉求和思想在参与案
件审理中得到充分表述，体现了民
意；另一方面，把司法力量和司法温
暖传递到人民群众中，实现了良好的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为
和谐香河、法治香河建设发挥了重要
作用。

香河法院副院长兼执行局长李宏
伟介绍：“在解决基本执行难中，我
们先后开展了‘执行积案清理’、‘涉
党政案件清理’、‘涉民生案件专项执
行’、‘反规避执行’、‘飓风执行’等
专项行动，对拒不执行生效裁判行为
采取拘留、罚款、移送追究刑事责任
等措施予以惩戒。”

香河法院充分发挥执行指挥中心
作用，通过“点对点”“总对总”网
络查控系统查控被执行人财产。同时
强化与执行联动部门的配合，拓展对
失信被执行人联合信用惩戒的范围和
深度，借助基层组织力量，形成多部
门、多行业、多领域、多手段联合信
用惩戒工作新常态。

目前，香河法院已将 850余名失
信被执行人纳入“黑名单”，并在县
电视台、新城广场电子屏等媒介公布

“老赖”名单信息，利用乡镇赶集日
发放执行宣传材料，在村街、集市显
著位置张贴执行公告，让“老赖”无

处遁形，敦促被执行人积极履行义
务。

在做好强制执行的同时，香河法
院坚持“文明执行”与“和谐执行”
并重。对申请人生产生活困难且被执
行人确无履行能力的案件，积极争取
司法救助；对于能够缓解时间使企业
恢复生产的执行案件，做好申请人工
作，最大限度地给予缓期执行或分期
执行；对于查封或执行中可能影响到
正常生产经营的案件，坚持谨慎行
事，慎用查封、冻结、扣押等强制措
施，尽可能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
营；在执行僵尸企业案件中，把握好
执行尺度，最大限度避免企业因陷入
诉讼加重经营困难，尽可能维持发展
前景良好的困难企业生存发展。通过
细致且人性化的执行工作，香河法院
先后化解多起多年执行不能的案件，
有效化解企业破产重整过程中的法律
风险、经营风险和社会风险，使企业
重获新生。

严格管理 提升形象得民心

盛方奇 制图

以情待人 便民举措暖民心

优化常态化便民服务机制，在拓展服务
功能、提升服务水平上下功夫，采取诉讼费
减免缓、强化服务窗口建设、全面推进信息
化建设等措施，让人民群众感受司法温暖。

始 终 将调解工作贯 穿 审 判 始 终 ， 在
“调”字上下功夫，在“和”字上做文章，在
“了”字上求成效，最大限度地实现案结事了
人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延伸服务 促进和谐亲民心

坚持“强制执行”“文明执行”“和谐执
行”并重理念，创新工作措施，提升执行工
作质效，努力破解执行难题，助推“诚信香
河”建设。

勇于担当 强柔并举顺民心

坚持创新机制，大胆尝试“2+3”、“3+
4”大陪审模式，打造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

“香河模式”，逐步探索出人民陪审员选拔培
养、管理使用、发挥作用的新路径。

架桥铺路 连接群众赢民心

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持党建
先行，立足于创建“学习型法院”，努力建立
符合审判工作职业特点和司法规律的法官管
理体制，彰显了人民法院的良好精神风貌。

严格管理，提升形象得民心

飞展电子（惠州）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惠州市宏富精密
五金部件有限公司诉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己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粤1302民初22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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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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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一枝红家具有限公司、蔡继辉、冯秀叶、夏琰：本院受

理上诉人河南新鸿基木业有限公司诉你们与被上诉人郑州市市
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圃田信用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1民终780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丁德贵：本院受理无锡市新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对你强制
执行锡新吴市监案字【2016】04第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一案，已审查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苏0214行审9号行政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行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 [江苏]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原告滕祝英申请宣告青艳华死亡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公告送达本院（2016）桂0102民特1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宣告青
艳华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广西]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

龚允平、郑禧长：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上海金山众达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3）金执字第2156、（2015）金执593、1276、3135、3136号执行通知书、执
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5日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委托
相关部门对你们名下坐落于上海市松江区九亭大街1382弄270号203
号－212、301－311、401－410、501－502室房地产进行拍卖。上述财产已
由上海八达国瑞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上海国城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
公司、上海同信土地房地产评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评估完毕，评估编号为：
沪八达估字（2017）AC0021号（评估价493.94万元）及沪八达估字（2015）
FC0114（评估价700.65万元），国城估字2016－14242号（评估价608.10
万元），沪TX（2017）SF11455(评估价人民币1095万元。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上述评估报告。评估报告自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10日内未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本院将依法拍卖上述评估的
房地产。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赵思然、沈霞：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执行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2016)川0105执3087号一案，执行中，本院依法委
托对查封的被执行人赵思然名下位于成都市锦江区青年路8号1栋4
楼17、19号（权2728333、权2728339）商业用房进行评估。位于成都市
锦江区青年路8号1栋4楼17号（权2728333）商业用房评估价值为
448万元。位于成都市锦江区青年路8号1栋4楼19号（权2728339）商
业用房评估价值为448万元。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川诚信房评字
(2017)090264号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报告，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在送达后15日内向本
院提出书面异议；逾期未提出异议，本院将对上述房屋进行拍卖，一切
法律后果由你们自行承担。 [四川]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上海希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顺艮诉被告上海
希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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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云南英科瑞电力电子有限公司遗 失 号 码 为
3040533001001549的银行转账支票一张，出票人云南英科瑞电力电子
有限公司，收款人空白，金额人民币51960元，出票日期2017年10月12
日，到期日期2017年10月12日，支付银行华夏银行昆明大观支行。申请
人于2017年10月25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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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

庾焕瑜：本会受理的申请人王海洋提交的与被申请人庾焕
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衡仲裁字第179号衡阳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衡阳仲裁委员会
2017年10月26日

本院受理申请人黄其芳申请宣告兰美秋、黄其能失踪一案，经查：
兰美秋，女，1938年4月10日出生，壮族，原住南宁市兴宁区三塘镇四
塘煤矿社区四塘煤矿1栋6号，公民身份号码：450121193804103625；
黄其能，男，1974年11月19日出生，壮族，原住南宁市兴宁区三塘镇四
塘煤矿社区四塘煤矿1栋6号，公民身份号码：450121197307253620，
于1987年9月份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兰美秋、黄其能本人或
知其下落不明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3个月，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审判决。 [广西]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吕全坤、吕全定请宣告陈明雪失踪一案，经查：陈
明雪，女，1975年 10月 2日出生，汉族，农民，河南省新野县人，
住河南省新野县上庄乡小陈营村4组，于2007年8月外出，至今
下落不明已满10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3个月，希望陈
明雪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限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河南]新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安代兰申请宣告杨建伟死亡一案，经查，杨建伟
（男，1954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汉区吉庆里70号
1楼3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3195411111633）于2015年9月20日
游泳溺水，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
杨建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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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田恬申请宣告龚五生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龚五
生于2004年5月28日起，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3个月。希望龚五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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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赤壁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梅剑弘申请宣告贺世梅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贺世

梅于2015年1月6日起，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3个月。希望贺世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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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赤壁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魏珊申请宣告李想珍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李想珍
于1996年10月10日起，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3个月。希望李想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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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赤壁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10月 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镜富、兰二妹
申请宣告李伟东死亡一案。申请人李镜富、兰二妹称，李伟东，
男，1986年 7月 13日生，汉族，江西信丰人，住信丰县小河镇志
和村仙水塘。李伟东于 2013年 6月 3日离家出走，后下落不明。
下落不明人李伟东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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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李伟东将被宣
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李伟东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
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李伟东情况向本院报告，联系
电话0797-3300033。 [江西]信丰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受理申请人高娃申请宣告窦春天
死亡一案，申请人称，下落不明人窦春天，男，汉族，1974年3月2
日出生，住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太和乡和兴村窦家窑屯167号，
其于2017年10月1日随“辽大中渔25158”号渔船出海时落水失
踪，至今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下落不
明人窦春天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
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窦春天将被宣告死
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察春天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窦春天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审理申请人任生光申请宣告被申请人任福恕死亡一

案，经查，被申请人任福恕，男，1954年 9月 24日出生，汉族，山
东省威海市人，系申请人任生光之父，于 2010年 4月 7日起，下
落不明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任福恕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厉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满，本院将
依法判决。 [山东]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本院2017年10月12日受理郝天宇申请宣告郝继兵失踪一
案，经查：郝继兵，男，1980年 6月 30日生，汉族，住山西省文水

县南安镇谢家寨村，身份证号142322198006301538，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3个月，希望郝继兵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限届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 [山西]文水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姚扣芬申请宣告董华死亡一案，经查：董华，女，1976
年5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上钢七村15号201
室，身份证号310102197605125627，于2001年7月1日起，下落不明
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董华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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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0月1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黄章松申请宣告王道秀失

踪一案。申请人黄章松称，其与被申请人王道秀系夫妻关系。王道秀1994年
3月外出，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王道秀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
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王道秀将
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道秀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
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王道秀情况，向本院报告。

[四川]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华申请宣告廖元元失踪一案，经查：廖元元，男，1965年

11月16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51012619651116563X，住四川省
彭州市天彭镇八一村8组26号。于2013年4月至今一直下落不明，下落
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廖元元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经依法判决。

[四川]彭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庄瑞芬申请宣告阳运坤死亡一案，经查：阳运坤，男，

1953年 2月 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510126195302096215，住
四川省彭州市三界镇东平村 5组 34号。于 2011年 8月 30日离家出
走，下落不明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阳运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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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彭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10月 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文业如、余开凤申请
宣告文江死亡一案，申请人文业如、余开凤称，文江系二人之子，于
2013年 9月 25日失踪后，至今下落不明，要求宣告文江死亡。下落
不明人文江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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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文江将被宣告死亡。凡知
悉下落不明人文江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年内将知
悉下落不明人文江情况，向本院报告。 [云南]威信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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