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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安：党建“软实力”司法“硬功夫”
本报记者 段春山 本报通讯员 邵秋迪 马洪玲 迟晓然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黑龙江省北安市人
民法院将“以党组为旗帜，将支部建成堡垒，把党员打造成先锋”作为党建工作思路，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将党建工
作开展得层次分明、有声有色，为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带来了勃勃生机。

党员亮在基层

支部建在庭上

党组走在前列

北安法院共有 75 名党员，党组
书记、院长主动担当起党建第一责任
人，普通党员干警自觉践行“法官要
成为天平”的党建目标。每一名党员
都争做党员先锋模范，党建与审判、
执行工作真正地紧密融合在了一起，
一支支攻坚克难的先锋队就此煅造出
炉。北安法院先后被黑龙江省委政法
委确定为“全省政法队伍调研联系
点”，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优
秀法院”。

“法院没有把我的事推出门外。”
70 岁老太太荣某的闹心事有了可心
的结果，她的脸上挂满了笑容。

丧夫的荣某，2004 年与丧妻的
宋某同居生活，并于 2014 年登记再
婚。2016 年，宋某去世，荣某回到
自己的儿子家居住。2017年8月荣某
将宋某儿子告到了北安法院，要求继
承宋某留下的22亩承包地。

法院在审理中发现，诉争的土地
在二轮土地承包时虽登记为宋某所
有，但此时宋某与荣某尚未登记再
婚。因此，宋某去世后，荣某要求

“继承土地”的说法站不住脚。但荣
某年事已高，行动不便，硬性判决易
引发老人激动情绪，办案的社会效果

也不好。
“我们要做好化解矛盾这项基本

功，用群众接受的方式，把法律讲到
群众心里去。委托第三方调解，就是
我们打造诉调服务先锋队推出的一项
创新。”办案法官介绍。该院将这起
案件委托给对当事人生活状况更了解
的荣某所在村村委会、镇司法所进行
第三方调解。最终，荣某理解了相关
法律规定，撤回了起诉，而宋某儿子
也从感情上考虑，决定每年给荣某生
活费3000元。

北安法院不仅仅在诉调上打造先
锋队，在少年审判上也打造先锋队。

北安法院拥有黑龙江省首个少年
法制教育基地，内设少年审判回顾
展、法制展厅、圆桌审判、模拟审
判法庭、心灵驿站五个部分，内容
丰富，法治意义深远，效果独特，
成为当地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典范。
北安法院十分注重未成年人法制教
育方法创新，通过假期法治讲堂、
家长座谈会、公众开放日等活动，
为未成年人营造良好的法制教育环
境。在审理未成年人案件时，注重寓
教于审，进一步实现预防和减少青少
年犯罪。

北安市人民法院有这样一个党建
目标：党组要成为旗帜，支部要成为
堡垒，党员要成为先锋，法官要成为
天平。“遇到难题，党组首先要旗帜
鲜明，立场坚定，敢于担当，这样才
能让党员‘先锋’勇往直前，让支部

‘堡垒’无坚不摧。” 北安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于树军解释道。

于氏父子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件，是困扰政府部门的信访案件中矛
盾最为突出的一起。北安法院党组带
头办信访难案，成为了此案的包案人。

院党组了解到，于氏父子在一次
拆迁工作中不幸受伤，两人伤情严
重，无劳动保险，户籍又在外地，生
活就医十分困难。加上工程层层转
包，责任主体良莠不齐，相互推诿，
有的甚至失联，让于氏父子难以找到
赔偿责任人。无奈之下，父子二人选
择四处上访。

面对难题，院党组成员耐心为于
氏父子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协调原
告户籍地，理顺救济途径；明确责任
部门，让事情有人担有人管，解决父
子二人生活就医困难；安排擅长工程
施工和劳动争议的专业法官审理案
件，理顺法律关系，厘清责任主体，
作出生效判决；立案执行后，党组督
办，综合运用查封财产、司法拘留等
执行方式，加快执行速度。

“法院解决了我们爷俩的大难
题。”拿到了50万元赔偿款，于氏父
子拄着拐杖来到法院，送上了三面锦
旗。

为凝心聚力谋发展，北安法院党
组聚焦创新党建机制、激发工作活
力，举办了“支部书记党建座谈
会”、“广播党课百日学”、党员活动
日、重温入党誓词、学习宣传“我最
喜爱的好法官”刘春荣先进事迹等活
动。一项项措施精准用力，一个个活
动燃烧发力，全院党员干警与党组形
成了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行动
上同步的良好氛围。

2016 年，按照上级法院部署，
北安法院推行了法官员额制改革，全
院 57名法官中将有 22名法官不能进
入员额，一些法官思想波动很大。党
组成员齐上阵，当起了思想宣传员、
心灵理疗师，帮助法官厘清误区，解
开疙瘩。一些党组成员、专职审判委
员会委员、庭长和年龄较大的老党员
主动退出了员额法官遴选；未能入额
的年轻法官也及时调整了工作心态，
干劲比以前更足了。

“党组就是指路明灯，解开了我
们心中的疑惑，使我们重新明确了工
作定位。思想明了，心气顺了。”北
安法院法官遴选工作结束后，一位落
选的年轻法官这样说道。

“法官办案到农户，党的好作风
回来了。”东胜村村民老张一边夸赞
东胜人民法庭党支部老党员、法官王
玉，一边在调解笔录上签了名。

2015 年秋收时，老张租用了同
村老李的收割机，在收割黄豆时却
发生了洒落。双方就洒落原因产生
了争议，村委会、派出所调解了半
年未果，最终二人走上了法庭。可
这时作为证据的黄豆已经灭失，双
方又对灭失数量分歧较大，取证异
常困难。

“我们要鉴定！”老张、老李互不
相让。承办此案的王玉计算了一下，
司法鉴定费用高于原告主张的数额，
且耗费时间长。王玉向支部书记、庭
长韩召峰汇报后，带领法庭支部其他
党员行动起来，发动东胜村支部党员
参与进来，先走进老张家，又来到老
李家，坐在炕沿上为双方讲解法律规
定、分析官司成本。在王玉等人的帮
助下，老张、老李经过慎重权衡，最
终达成了调解协议。

让支部成为堡垒，把党员建成先
锋，北安法院在7个法庭设立了党支
部，庭长就是支部书记，各法庭在支
部的带领下争创“四好支部”。2017
年，北安法院启动“党员先锋作用
好、支部活动好、制度落实好、探索
创新好”四好支部建设活动，打造党
员先锋基础工程、素质工程、服务工

程、创新工程。
北安法院以“做学习型干警，创

学习型法院”活动为载体，打造党员
素质工程。该院建立了法官学习微信
群，2017年开办法官讲堂4次，疑难
案件研讨 17 次，组织庭审观摩、法
律文书评比、法警大比武、书记员技
能比赛 24 次，党员干警素质能力明
显提升。今年 1至 8月，该院案件审
结率同比上年提高 6.06%，执结率同
比去年上升 13.34%，重审改判率连
续5年在黑河市6个基层法院中最低。

北安法院以集中服务、重点服
务、专项服务为切入点，打造党员

“三服务”工程。该院设立北安经济
开发区法律便民服务站，实施诉调
对接、走访企业、上门服务等 5 项
制度；7 个基层法庭在村屯共设立
12 个巡回审判点，推出“假日法
庭”，并为老弱病残登门立案、上门
审理、就地执行，为群众送去司法
温暖。

北安法院人人争创新、求发展，
打造党员创新工程。诉讼服务中心建
立速裁庭简案快审，曾 20天结案 28
件；执行法官围绕“基本解决执行
难”发动执行攻坚战，让5起三年未
结执行案件走出执行困境；民事审判
法官大胆尝试微信方式处理纠纷，远
程视频调解了4起民事纠纷，实现让
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北安大豆是黑河市特产，更是当
地农民的一项致富产业。北安法院坚
持司法服务“三农”，每到秋收季节，法
院诉讼服务中心就会带领负责速裁、
送达、立案工作的法院干警和人民陪
审员等 10 余人组成巡回诉调服务团
队，走进各农村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走
进田间地头、收购场所为农民提供司
法服务。遇到农民申请解决的大豆收
购纠纷，巡回诉调服务团队可当即组
成临时法庭，就地立案、就地调解、就
地开庭、就地执行。今年 10月 11日，
巡回诉调服务团队来到了北安市杨家
村，当天就为农民们调解了13起因保
值收购大豆引发的涉农案件。

“我们党员的先锋作用，就是要体
现在为人民办实事、解难题、排忧愁
上。我们把化解纷争作为落脚点，推
出了上门办案等农民欢迎的惠农举
措，把公平正义送到百姓家门前。”看
到又一个涉农纠纷顺利化解，立案庭
庭长吴莹兴奋地说。

北安市辖 62 个行政村、397 个自
然屯，有耕地439万亩，属于世界珍贵
的三大黑土带之一，生态优良，土地肥
沃。农业经济在北安市占据重要地
位。2014 年该市实行了土地规模经
营，农民要涨“地价”、承包大户要降承
包费等纠纷，成为困扰当地的信访难
题，还因此引发了一些影响社会稳定
和农业生产的过激行为。

“农村工作部署到哪里，司法服务
和保障就跟进到哪里”，这是北安市法
院提出的一项要求。基层法庭的党员

法官们纷纷走进农村，运用司法手段
定规矩、平纷争、解矛盾、促和谐。

石泉人民法庭辖区两年内发生了
数十起百人以上新型、群体性案件，案
件到法庭后，庭长田永东制定了周密
的庭审方案，抢在春耕前妥善审结了
所有纠纷；联立村突发农民抢收事件，
二井人民法庭庭长张弘默身处矛盾一
线依法调处纠纷，厘清了抢收各方的
法律责任，让秋收顺利颗粒归仓；双青
人民法庭副庭长宋军制作的裁判文
书，成为辖区当事人处理土地连片经
营纠纷的示范样板……北安的农村大
地留下了党员法官们的身影和足迹，
他们就如及时雨，在农村中播种着法
治种子，农民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
的风气也日渐形成。2017年，北安市
土地群体性纠纷和信访大幅减少，北
安法院被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授予

“信访工作先进集体”。
除了司法服务，北安法院的党员

法官们还为农民们带去了其他关怀。
“这条路，是法官争取的。这些温

室大棚，是法官帮助建起来的。”谈到
村里的大棚，东胜村支书一脸笑容。

东胜村是北安法院包扶的贫困
村。2015年，张弘默挂职东胜村党支
部第一书记。他带领村 16 名党员积
极想办法脱贫致富，争取到 120 万资
金，把村里所有纵道全部硬化，又争取
200万资金，为村民建设了 20栋蔬菜
温室大棚。贫困户的收入增加了，精
准脱贫有了时间表，党员法官与村民
们也建立了鱼水深情。

党建落在实处

盛方奇 制图

党组走在前列

北安法院以党组要成为旗帜，支部要
成为堡垒，党员要成为先锋，法官要成为
天平为党建目标，创新党建机制、激发工
作活力，使全院党员干警与党组形成了思
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行动上同步的良
好氛围

北安的农村大地留下了党员法官们的
身影和足迹，他们就如及时雨，在农村中
播种着法治种子，农民遇事找法、解决问
题靠法的风气也日渐形成。2017 年，北安
市土地群体性纠纷和信访大幅减少，北安
法院被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授予“信访
工作先进集体”

党员亮在基层

支部建在庭上

北安法院在 7个法庭设立了党支部，
让支部成为堡垒，把党员建成先锋，启动

“党员先锋作用好、支部活动好、制度落实
好、探索创新好”四好支部建设活动，打
造党员先锋基础工程、素质工程、服务工
程、创新工程

北安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主动担当起
党建第一责任人，普通党员干警自觉践行

“法官要成为天平”的党建目标，每一名党
员都争做党员先锋模范，党建与审判、执
行工作真正地紧密融合在了一起，一支支
攻坚克难的先锋队就此煅造出炉

党建落在实处

贵州万海隆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楚俊林、谭莲香、楚
浩、张思、廖剑锋、施柏生：本院受理上诉人贵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六盘水钟山支行与被上诉人贵州万海隆矿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楚俊林、谭莲香、楚浩、张思、廖剑锋、施柏生金融借款
及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最高法民终
198号民事判决书。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请你们于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天伦食品（成都）有限公司、四川天伦檀香楼食品有限公司、成
都天檀置业有限公司、吴衍庆、汪红燕、吴丹华、吴溢民：本院受理上
诉人四川天伦食品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成都金控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及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最
高法民终213号民事判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四川一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胡蓉、席文：本院受理再审申
请人尹明、尹全安、熊平玉、张斌、双流天鹅客运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与被申请人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及
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最高法
民申1325号民事裁定。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周金德：本院受理原告陈金诉你及谭元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粤1704民初
10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周金德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5日内偿还借款83600元及利息（以28500元为本金，从
2015年7月2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以
28500元为本金，从2015年8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判
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以19000元为本金，从2016年5月29日起按
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以7600元为本金，从
2017年6月14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给
原告陈金；二、驳回原告陈金要求被告谭元芬连带偿还借款的诉
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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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

飞展电子(惠州）有限公司、乐金电子(惠州)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佛山市南海一铭金属塑料标牌有限公司诉被告你们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粤1302
民初33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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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关于拍卖上海市丁香路1599弄3
号1801室房屋及地下1层车位A037（第一次拍卖）的公告大连
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定于2018年1月23日10时至2018年1月
24日10时在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bao.com/
0411/10?spm=a213w.3065169.courtList.2078.sxGGBu），对张忠明
名下坐落于上海市丁香路1599弄3号1801室及地下1层车位
A037[权证号：沪房地浦字（2016）第 043425 号；房屋建筑面积
199.56平方米，房屋用途：居住；车位建筑面积39.79平方米，车
位用途：特种用途；房屋及车位合计建筑面积239.35平方米]进
行拍卖。本标的评估价 2101.37 万元，第一次拍卖起拍价：
2101.37万元，保证金：1050685元，增价幅度：1万元。标的详情及
拍卖详情见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关
于拍卖上海市丁香路1599弄3号1801室及地下1层车位A037
房产（第一次拍卖）的公告》https://sf.taobao.com/notice_detail/
773354.htm?spm=a213w.7398554.noticeList.2.ubHjon。咨询电话：
0411-82793682、0411-82793642；南法官、邹法官，安排看样。

[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厦门昆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11
月24日裁定受理厦门兴翔天电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随
机选定福建世礼律师事务所担任厦门兴翔天电子有限公司管
理人。厦门兴翔天电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月14日
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福建省厦门市鹭江道268号远洋大厦
26楼福建世礼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61001，联系人：赵宸一、
谢峰，联系电话：13666068085、13860469966）申报债权。申报债
权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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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再要求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厦门兴翔
天电子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厦门兴翔天
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
月19日15时在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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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交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债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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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李丽申请被申请人贵州省江口县澜苑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
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7）黔06破申1号民事裁定，受理申
请人李丽申请被申请人贵州省江口县澜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经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复同意，贵州省铜仁市
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6破申1号之一民事裁定，该案交
由本院审理，本院于2017年11月24日裁定受理申请人李丽申
请被申请人贵州省江口县澜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2017年11月27日指定贵州锦江河律师事务所担任贵
州省江口县澜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一、贵州省江口县澜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公告之日起至2017年1月20日前向贵州省江口县澜苑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管理人（联系地址：贵州省铜仁市万山产业园区主
楼B区8楼；邮政编码：554300；联系人：张万松律师，联系电话：
18085061199；胡兰芳律师，联系电话：18722962061；晏红芬律
师，联系电话：18085065706）申报债权。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
申报期限内，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

前补充申报；但是，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债权人
未按规定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二、贵州省江口县澜苑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贵州省江口县澜苑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三、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定于2018年1月31日上午9时在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法院二楼
会议室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贵州]江口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刘远土的申请于 2017年12月8日裁定受理江西
广甬金属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 年12月8日指定
江西盛义律师事务所担任江西广甬金属有限公司管理人。江西
广甬金属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月15日前向江西广
甬金属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西省上饶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服务大楼一楼，即上饶市广丰区芦林原办证中心；邮政编
码 334600；联 系 电 话 ：胡 俊 鹏 ：15779376932；李 锦 权 ：
157793769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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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江西广甬金属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江西广甬金属有限公司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月10日上午9时在
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中审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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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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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江西]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浙江三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枧支行的
申请于2017年11月13日裁定受理浙江广胜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2017年11月15日指定浙江昶日律师事务所为浙江
广胜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广胜机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8年1月26日前，向浙江广胜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东方大道 22 号；邮政编码：317000；联系电话：

13906766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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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广胜机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浙江广胜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
定于2018年1月31日下午14时30分在三门县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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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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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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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三门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3月22日受理申请人何丽琴申请被申请人上海
鼎业商贸有限公司清算一案后，依法指定清算组成员组成清算组
对上海鼎业商贸有限公司组织清算。现因上海鼎业商贸有限公司
清算组提交的清算报告本院已经予以确认，上海鼎业商贸有限公
司清算程序依法应当结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
本院于2017年11月29日裁定终结上海鼎业商贸有限公司强制清
算程序。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致林大伟、黄伟、霍健、黄双红、深圳市速必得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顶点先进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广鑫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顶点照明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高登工艺制品有限
公司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以
及我公司与梁国华（身份证号码：44020219681014531X）于2017年
12月1日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之约定，现将我公司对你们所拥有
的并经（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164号【执行案号：（2015）深福法
执字第12083号】生效判决确认的全部债权及其他从权利依法转让
给梁国华。请贵方自公告之日起向梁国华履行全部义务。梁国华联
系电话：13691641585，联系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爱国路天井湖38栋
405。 深圳市中兰德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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