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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五好”作导向 发展正当时
本报记者 曾 妍 本报通讯员 李 艳 韩 爽

坚守“案件无冤错、队伍无违纪、安保无事故、舆情无炒作”的底线，争创“审判质效好、队伍素质好、安全防范好、科技
应用好、社会评价好”法院——湖南省岳阳市两级法院以“四无”为红线，以“五好”为导向，在科学发展的“快车道”上马力
全开。

优化资源提升质效

科技助力智慧法院

位于大山深处的平江县虹桥镇
大青石村挤满了村民，大家听闻平
江法院将在村委会开庭审理一起委
托代理合同纠纷案件，都自发赶来
旁听。

原来，被告李某因下肢残疾、行
动不便，到离其家 40 多公里的人民
法庭参与诉讼有较大难度。该案的
承办法官多次到其家中了解案情
后，决定对此案进行巡回审判，将
开庭地点设在被告住址所在地的大
青石村村支部，既方便当事人参加
诉讼，又能对当地村民起到警醒和教
育作用。

巡回法庭进村委、学校、企业与
景区，已逐渐成为岳阳法院的工作常
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人民法
院的职责所在、追求所向。”彭世理
表示，“通过零距离的司法服务，用
群众听得到、看得见、信得过的方式

化解矛盾纠纷，这是岳阳法院的‘必
选动作’。”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把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岳阳法
院也一直把司法为民作为不变的初
心。“确保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打
得起官司、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当事
人打得赢官司。”平江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李明介绍。

为了让群众听得更清、看得更
明，岳阳法院通过三大公开平台，共
上网裁判文书 97206 份，直播庭审
700余场。新闻发布和审判白皮书制
度则是岳阳法院与群众的又一沟通桥
梁，近年来共召开新闻发布会 35
场，发布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工作、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环境资源审判等白
皮书 14 本。岳阳中院还成立了新媒
体工作室，深化与电视、报纸等主流
媒体的合作，逐步搭建起了两级法院
新媒体矩阵。

破解案多人少难题是提升审判质效
的首要任务。为此，岳阳市两级法院进
行了一系列有益尝试。

2017 年 5 月 25 日，湘阴县人民法
院第一审判庭，一起发生于 23 年前的
抢劫案正在紧张地审理中。此案由该院
院长李卫东担任审判长，28 名县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受邀旁听庭审并作评
议，同时组织青年法官观摩学习。

早在 2016 年夏天，一场以“院长
庭长办案季”为主题的活动就已掀起了
热浪。院庭长回归审判业务，充实到审
判一线，着重做好“传帮带”，这只是
岳阳法院初步的探索。

“不仅要办难案，更要把难案办
好，运用院长庭长资深的审判经验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党组书记、院长彭世理要求。

办案季的3个月内，全市法院案件
结案率同比上升平均值近 10%。“既是
尝试也是检验，数据充分证明了我们探
索的成效。”岳阳中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主任陈建华说。

院庭长带头承办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及新类型案件也为即将到来的员额制改

革、审判团队组建、员额法官办案任务分
解等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2017 年 8 月 8 日，岳阳中院隆重举
行了员额制法官团队组建、任务分解及
向宪法宣誓仪式。全院 64 名员额法官
打破原本的庭室格局，组建成15个全新
的审判团队。同时，岳阳中院下发《员额
法官办理案件的意见（试行）》，对入额的
院班子成员、庭室负责人定下办案任务
基础数，并对院庭长承办案件的立案流
程、书记员配备、案件研究、文书签发、案
卷归档及考评奖惩等进行了细化。

与解放审判工作生产力相配套，岳
阳中院通过完善司法绩效考核制度，开
展全市法院案件质量评查、优秀裁判文
书评选、代表委员听庭评庭等一系列活
动，不断激发审判工作活力。

以湘阴法院为例，今年 1 至 9 月，
该院院庭长共办理案件 3089 件，占全
院办案数的 85.05%，其中具备审判资
格的院领导人均办案 59 件。全院案件
结案率达 73.36%，同比上升 13 个百分
点。在今年上半年全市基层法院案件质
量抽查中，该院案件优秀率达 100%，
居全市第一。

在岳阳中院，有两项学习制度“雷打
不动”：一是每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周开展
的集中教育整训，既有集中授课，又有分
组讨论；既有全面总结，又有动员部署，
在干警心目中，“这是全年工作的号
角”。二是庭室周一例会，既分析前段工
作成效，也研究部署后段任务，组织业务
研讨和学习交流，推动工作一步一个脚
印开展。

“实践证明，这两条惯例是有利于工
作的，所以我们一直坚持着。”岳阳中院
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谭颖说，“同时，队
伍建设除了考虑队伍缺什么补什么，还
要兼顾干警的兴趣，以及如何更好地吸
收、转化为干警的能力。”

自2015年起，岳阳法院每年挑选60
至 80 名业务骨干到北京大学法学院进
行研修，依托名校名师优势，拓宽干部教
育培训途径。

“各位老师的智慧和成果，未名湖的
温婉与清新，令人身心愉悦、如感春风。”
参加岳阳法院第二批业务骨干北京大学
专题研修班的平江县人民法院法官贺维

说，“既增长知识又开阔视野，是最精彩
最幸福的体验。”此外，岳阳中院还聘请
了韩少功、姜明安、徐阳光等业务专家、
知名学者来院授课。

在已有“全国法院文化建设示范单
位”、“全市十佳学习载体”荣誉的基础
上，岳阳中院升级改造了院史陈列馆、图
书馆以及文化长廊，融合声、光、电的高
科技场馆，为队伍建设搭建了新的载体，
擦亮了岳阳法院文化建设的品牌。

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岳阳法院一直以党建为抓手，
不断强化党风廉政建设教育，为干警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走访慰问贫困群众，瞻
仰红色纪念地，重温入党誓词，这是各党
支部在国庆假期前开展的党建主题活
动。在认真整改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
法巡查反馈意见、市委政法委纪律作风例
行巡查反馈意见的同时，开展全市基层法
院司法巡查，紧绷纪律作风之弦。

跬步累积，成效自显。在近年的民
意综合调查中，岳阳法院始终保持在全
省法院前列。

强化队伍建设基础

“谢谢法警的细致安保，避免了我家
的悲剧。”

因家庭矛盾，小陈与妻子诉至法院
要求离婚。小陈的母亲毛某为了阻止两
人，准备在开庭时以死相逼。法警在安
检时查出毛某衣服夹层口袋中的小瓶农
药，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法院安全保卫工作怎么强调和重

视都不为过！”全市法院安保工作培训班
上，彭世理强调，“要以庭审安全为中心，
积极构建人防、技防、物防全方位覆盖的
安全防控机制，确保零事故。”

这天清晨 6 时左右，两名当事人分
别攀爬绿化带树木进入岳阳中院临街的
物业房楼顶。在法院干警上班后，两名
当事人拉出横幅喊话，并手持农药状物

筑牢审执安全铁篱

品威胁干警。法警沉着应对，有序开
展出警、警戒、紧急治疗等工作，最
终成功解决该事件。该事件也被最高
人民法院、省高院作为突发紧急事件
成功处置的范例予以教学推荐。

“打造安保铁军，没有一支素质
过硬、敢打硬仗的队伍，再好的装备
也发挥不了作用，更无法保障突发紧
急情况的应对。” 岳阳中院法警支队
支队长赵辉感叹。

自 2016 年起，按照“三年内全
市司法警察轮训一遍”的要求，岳阳
中院建立了法警队伍准军事化训练机
制，每年组织全市各基层法院法警大
队队长、政委和业务骨干，开展为期
15天的集中封闭训练。

“除了打造一支铁军队伍，密织

铁网，树立铁规，也在法院安保工作
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华容县
人民法院副院长戴文剑感受颇深。

华容法院已投入近百万元用于建
立警务指挥中心，增设监控、单兵、
检测仪等安保警用设施，人民法庭也
都做到了一庭一警，并与公安部门
建立联动机制，构筑起一张安保天
网。从严落实“三个必须”要求，
即凡进入审判区必须经过安检；凡
来访者必须在一楼信访室接待；凡
突发紧急事件，全体法警必须第一时
间到场处置。近 3 年来，安全检查
30000余人次，查出管制刀具、农药
等违禁物品100余件，成功处置突发
事件2次，获得全市法院安保工作先
进。

在云溪区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
心，该院副院长张国维正通过数字屏
幕实时观察着执行现场的情况。当屏
幕传出“报告，确认执行对象可控，申
请登船控制”后，张国维一声令下，远
在衡阳的干警随即登船控船。被扣押
船只3天就顺利抵达了岳阳口岸。

原来，2015年3月，老张借款80
万元给刘某，到期后刘某拒还本金，
老张遂向法院提起诉讼。判决生效
后，刘某仍旧不履行还款义务，老张
又申请执行。2017年5月初，云溪法
院查询刘某名下财产时发现其有一艘
挖沙船远在衡阳境内。借助执行记录
仪、执行单兵系统与执行指挥中心的
融合，在水陆两路、岳衡两地的紧密
配合下，此次执行顺利到位。

岳阳法院以《岳阳法院信息化建
设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为
蓝图，正朝着人民法院信息化 3.0版
的目标悄然推进。目前，全市法院业
已建成数字法庭 52 个，使用率占开

庭案件数的70%；执行指挥中心一期
建设全部完工，具备远程指挥、财产
查控、失信被执行人惩戒等功能，逐
渐实现了由车轮执行向网上执行的转
变；数字法院管理系统已实现文书纠
错、信访案件交办登记、文书外网传
送、电子卷宗生成等一键式操作；通
过数字说话，案件流程管理、审判绩
效管理更加科学，有效促进了审判质
效提升；建成了岳阳法院 12368诉讼
服务中心，可直接从法院数据库调取
相关数据。

感受到科技为审判执行工作带来
红利的不仅是法院干警，还有当事
人。去年以来，岳阳法院深入推广网
络司法拍卖，全市 11 家法院全部入
驻淘宝，网络拍卖成交标的占比约六
成，成交金额近7.6亿元。

“网络司法拍卖公开性强，群众参
与拍品竞价更加便捷。”云溪法院执行
局长姜秋平说，“同时，还可以使拍卖
标的物价值得以最大程度的变现。”

拉进司法服务距离

盛方奇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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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夏天，一场以“院长庭长办案
季”为主题的活动掀起热浪，院庭长回归审
判业务，充实到审判一线，着重做好“传帮
带”，三个月内，岳阳法院案件结案率同比上
升平均值近10%

通过坚持两项学习制度、挑选业务骨干
进行研修、升级改造法院文化氛围、强化党
风廉政建设教育等措施，岳阳法院不断强化
队伍建设，近年的民意综合调查始终保持在
全省法院前列

强化队伍建设基础

岳阳法院以《岳阳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
发展规划（2016—2020）》为蓝图，不断完
善数字法庭、执行指挥中心、数字法院管理
系统、12368诉讼服务中心等多项工程，朝着
人民法院信息化3.0版的目标悄然推进

科技助力智慧法院

岳阳法院按照“三年内全市司法警察轮
训一遍”的要求，建立了法警队伍准军事化
训练机制，以庭审安全为中心，积极构建人
防、技防、物防全方位覆盖的安全防控机
制，确保零事故

筑牢审执安全铁篱

岳阳法院把巡回办案作为常态，通过司
法公开三大平台为群众提供零距离的司法服
务，用群众听得到、看得见、信得过的方式
化解矛盾纠纷

拉近司法服务距离

京国土（通州）分局催字〔2017〕第186号，于旺：你在北京市
通州区台湖镇永隆屯村占地建设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我局已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京规划国土
（通）土罚字〔2017〕第178号]，并于2017年7月17日向你送达。
你至今尚未履行责令于旺退还在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永隆屯村
非法占用的827.59方米（1.24亩）土地，限期拆除其在非法占用
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的行政处罚。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我局现催
告你自觉履行。本催告书送达10日后，如你仍未履行，我局将向
通州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联系人：杨斌、程呈；电话：010-
61531520；地址：通州区马驹桥镇大杜社派出所东侧第四国土资
源管理所。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通州分局

2017年11月6日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干警张薇丢失工作证，证号：
220208；丢失执行公务证，证号：120107129。特此声明作废。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

王俊、姜术杰：本院受理原告刘丽英诉被告王俊、姜术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
提交证据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5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农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依法判决。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德阳国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成都市益大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龙帆铝加工厂：本院受理上诉人李冬梅与被上诉人
青海国鑫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德阳国鑫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成都市益大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重庆市九龙坡区龙帆铝加工厂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照法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新疆吉疆航空运输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山东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支付拖欠的包机款
8057209.85元及违约金3786888.63元，本案诉讼费等相关费用你公
司承担。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原告证据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公司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姚家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郭信年、张玉、高凯、尹衍华、郑涛、刘玉粉、郑兴礼、杜淑云、
程登伟、程猛、马红英、张渤龙、徐红梅、江城、王元、段伟珍、王晓
明、张跃江、王成梅、胡艳芳、王建平、赵敬、朱洪国、李大祥、陈夫
娥、贾建宏、王翠云、高凤祥、郝翠珍：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汽车集
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1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河北荣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朱立新、张兰花：本院受理
石林池申请执行与你们的（2016）冀1025民初2421民事判决书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裁定书（查封）、查封公告、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大城县人民法院

雷燕军：申请执行人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持上
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6民初17336号民事判决书向
本院申请执行，要求你履行偿债义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沪0106执4753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及你名下车牌
号为苏 E1A57A 车辆的评估报告书（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4.4 万
元）。执行通知书、评估报告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另限你自公告期满后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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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依法强制执行。如对评估报告书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
公开拍卖你名下的上述车辆，并用拍卖所得价款偿还案件债务。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唐杰：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
蒸湘支行与被申请人唐杰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衡仲裁字第 203 号衡阳仲裁委员会裁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向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衡阳仲裁委员会

2017年11月6日

北京航天致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26日向本
院申请进行破产清算，本院于2017年10月31日裁定受理北京航天致
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随机
确定，指定北京市普华律师事务所担任北京航天致诚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管理人。北京航天致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8年1月20日前，向北京航天致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58号新洲商务大厦502室；联系
人：袁蕾，联系电话：15313372517、010-88131230）按其要求申报债
权。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按管理人要求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向管理人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财产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或重新分配，同时应承担管理人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可能产生的费用。未按管理人要求申报债
权的，不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18年1月30日下午14时在本院第二办公区第六法庭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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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交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

码证原件，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还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及影印件，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及影印件；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件，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还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
证件及影印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及影印件。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2017年9月22日，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根据福建省
金汇投资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福建
省金汇投资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福建]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黄珊文的申请于2017年11月2日裁定受理东莞市天佑
数控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1月3日指定广东名
成律师事务所担任东莞市天佑数控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东莞市天佑
数控机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7年12月16日前，向东莞市天佑
数控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广东名成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广东省东
莞市东城大道 188 号新华大厦 11 楼 2 号，联系人：崔路燕
(13649814920)、陈一辉(13712212888)、蒋坤正(18820300778)、吴泽
军(15007697323)、黎宇彬(13662915928)，杨芳兰(13829284202)，传
真：0769—22469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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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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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东莞市天佑数控机械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东莞市天佑数控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及需携带的
资料，届时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广东]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东莞市达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11月
1日裁定受理东莞华美人造皮厂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
年11月3日指定广东名成律师事务所担任东莞华美人造皮厂有限
公司管理人。东莞华美人造皮厂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7年12
月16日前，向东莞华美人造皮厂有限公司管理人[广东名成律师事
务所，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大道188号新华大厦11楼2号，
联系人：崔路燕(13649814920)、陈一辉(13712212888)、蒋坤正
(18820300778)、吴泽军(15007697323)、黎宇彬(13662915928)，杨芳
兰(13829284202)，传真：0769-22469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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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
论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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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东莞华美人造皮厂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东莞华美人造皮厂有限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及需携带的
资料，届时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广东]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2017年7月6日，本院裁定受理宋庆洲申请深圳市中之中实业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因深圳市中之中实业有限公司无帐册、文
件可供审计，依据现有财产状况及债务情况，可以认定深圳市中之
中实业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符合法定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
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1月2日裁定宣告深圳市中之中实业
有限公司破产。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武穴市楚威日用塑料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
2017年10月16日裁定受理武穴市楚威日用塑料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0月16日指定湖北法济律师事务所为武穴
市楚威日用塑料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武穴市楚威日用塑料有限责
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月内，向管理人(通信地
址：湖北省武穴市武穴街道永宁大道西方正广场15楼1504室；邮政
编码435400；联系电话13581253688；联系人翟宝国)申报债权。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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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武穴市楚威日用塑料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债务人武穴市楚威日用塑料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3月20日9时在本院二楼会议室召开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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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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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湖北]武穴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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