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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司法公信力让第三方“说话”
本报记者 余建华 本报通讯员 胡芦丹 王先富 李 洁

法院审判执行质效情况如何？
司法公开的程度怎么样？
司法服务令人满意吗？今年1月3日，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
新闻发布会，
向社会发布了台州市两级法院司法公信力第三方评估报告，
台州法院司法公信力第三方评估平均得分85.45分，
评估
结果良好。

发布首份司法公信力评估报告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
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司法体制
改革成效如何，说一千道一万，要由人
民来评判，归根到底要看司法公信力是
不是提高了。
”
2017 年 4 月，经台州市统计局推
介，并经调查认证，台州市统揽统计事
务代理有限公司接受台州中院的委托，
开始对台州市两级十家法院 2017 年司
法公信力开展第三方评估，并于 12 月
得出评估的最后结果。
台州中院副院长卢益民介绍，台州
法院此次评估采用的是外部评估加客观
数据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外部评估
占总指标 25%，客观数据评估占总指标
的 75%，两者之和为评估法院司法公信
力第三方评估最终得分，亦即主观评价
与客观评价相结合，最大限度确保评估
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根据台州统揽公司的介绍，根据不
同的调查对象，公司拟定不同的调查问
卷，全市 9 个县(市、区)级法院加上中
院共 10 个法院，每个法院调查 300 份成
功样本，全市共计 3000 个成功样本。
其调查方式主要采用电话测评的方法，
调查测评指数的计分办法，是按照李克
特量表的计分办法进行计分。
外部评估的调查对象面向案件当事
人、人大、政协、公安、检察、司法
局、律师和普通民众随机抽取，针对包

也检视出法院在工作中存在的短板。
据介绍，此次司法公信力评估累
计收到 264 条社会民众中肯意见，内
容涉及法院整体工作、司法审判、司
法廉政、政策法规建设、司法宣传、
司法服务等，其中“建议法院提高法
官办案能力和个人素质”排在第一
位，共收到此项建议 58 条。为此，
台州中院党组召开全市法院院长会议
讨论，出台补齐短板措施。
加强对法官办案能力的大力培
养。台州两级法院将进一步加大对法
官办案能力的培养，建立相应的培养
流程、培养机制、考训机制，增强法官
适用法律处理案件的综合能力，推动
全市法院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
建设，实现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的现
代化。
加强对当事人的释法明理工作。
按照综合性司法改革文件要求，做到
有要求的当事人开庭前接见一次、判
后答疑一次、再不服的引入第三方答
疑一次，推动司法“三个一次”制度
落地，力争做到使当事人息诉服判。
其次，在接见当事人和开庭时应注意
司法礼仪，避免有“冷、横、硬、
推”等不当行为。同时，推动法官挂
职锻炼工作，鼓励法官多下基层了解
民众需求，大力开展人民法庭建设和

司法公信力第三方评估外评样本对象及分布

括法院整体工作、司法质量、司法效
率、司法公正、司法便民、司法服务、
司法作风、司法廉洁等在内的 17 项内
容，通过电话调查进行满意度评估。而
此次的客观数据评估则设置了三级指
标，主要针对审判与执行质效、人权保
障、司法改革、司法公开、司法服务、
司法廉洁等六大方面共 48 项指标进行
评估，这些数据主要来源于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开发的直接对接审判管理系统
的“浙江法院审判执行分析系统”。
从外部评估结果看，台州法院 17
项内容的满意率基础平均分均达到 89
分以上，其中法院整体工作的公平公正
满意率最高，为 92.15 分。此外，法官
的言行举止、工作作风和服务态度、廉
洁自律程度、司法体制机制改革推进成
效、推进司法公开等方面也都获得被调
查对象的普遍肯定。
台州中院院长王中毅表示，“司法
公信力第三方评估是一项针对社会民众
对法院各方面工作的摸底机制。通过评
估，可以客观、真实知晓社会民众对法
院工作的评价和期盼，有效洞悉法院自
身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及时填补加强法
院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司法公信力建设
永远在路上，我们将把这份评估报告作
为检验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参照，不断改
进不足，努力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

司法公信力第三方评估指标分布

敞开大门让公众“触摸”公正

公平公正获得社会各界肯定
据了解，台州法院司法公信力评估
的客观数据指标包括 6 项二级指标、48
项三级指标。二级指标包括审判与执行
质效、人权保障、司法改革、司法公
开、司法服务、司法廉洁 6 个方面；三
级指标包括同期结案率、结案均衡度、
民事调撤率、民事行政上诉率等 48 项。
从评估民众来看，公安、检察、人
大代表及政协委员更加认可法院审判工
作的工作公正情况，满意率平均分为
93.94 分、93.948 分、94.212 分、95.182
分。其中该项得分最高的为路桥区人民
法院96.88分，且检察院、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对路桥法院审判工作公平公正抽
样满意率为100分。其次为黄岩区人民法
院和温岭市人民法院，得分分别为 93.98
分、93.49分。
这些数据一部分从目前的“浙江法
院审判执行分析系统”中直接选取，如
同期结案率、结案均衡度、民事调撤
率、裁判文书上网率等；另一部分，如
非法证据排除案件数、审判白皮书数、

违法违纪数、网上立案率等，由其他相
关职能部门采集后汇总。
“通过电话问卷调查，
对普通民众、
公
检司律、
人大政协、
案件当事人4类社会群
体进行司法公信力满意度调查，
收集主观
评价数据；
围绕客观数据指标内容，
收集
汇总相关数据，
得出全市两级法院司法公
信力最后得分。
”
卢益民说，
台州两级10家
法院从 2017 年 4 月开始启动第三方评估
工作，
并于12月得出最后评估结果。得分
最高的是天台县人民法院，
86.93分。
卢益民介绍，
从外部评估结果看，
司
法公正、司法质量、司法效率、司法便民、
司法服务、司法作风、司法廉洁等 17 项
计分内容，基础平均分都达到 89 分以
上。法官清廉，
司法才能公正，
司法公信
才能提升。评估报告显示，台州两级法
院的法官廉洁方面获得社会民众较大肯
定。
“在对受访民众的调查中，对于法官
是否对当事人存有偏见及是否存在说
情、收受贿赂上，
当事人对法官满意度较
高。
”卢益民说。

司法公信力第三方评估结果

第三方评估促法院补短板
司法公信力第三方评估，不仅体现

盛方奇

了民众对法院工作的评价和期盼，同时

送达裁判文书
山西通江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中智互联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乌兰察布市新鸿业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中智互联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不
服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6）内执复 24 号执行裁定，向
本院申诉，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7）最高法执监 117
号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王忠善：本院受理原告杜迎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781 民初 2265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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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河南]卫辉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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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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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云 01 执 901-903 号案件昆明麦普测绘科技有限公司作出的编号
为：昆明麦普房评报(2017)字第 122801 号《房地产司法鉴定报
告》。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昆明麦普测绘科技
有限公司作出的编号为：昆明麦普房评报(2017)字第 122801 号
《房地产司法鉴定报告》自送达之日起，有 10 天的异议期，逾期即
视为无异议。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送达破产文书

本院根据张伟等 53 人的申请，于 2018 年 1 月 19 日裁定受理
深圳市海健印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东华商律师
事务所为深圳市海健印刷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海健印刷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3月26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11号香港中旅大厦23层；联系人：徐
江华、胡隽；联系电话：0755-83025524、83025555；传真：07558302505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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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4月3日以书面形式召开。本
案适用筒易程序审理。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景德镇华声物业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18年1月19日裁
定受理景德镇华声物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景德镇兴瓷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景德镇华声物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你应在2018年5
月10日前向景德镇华声物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江西省景德镇
送达仲裁文书
市新村西路15号三楼景德镇兴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宋民杰：本会受理申请人潘锦仕诉你方合同纠纷一案【受案 333000；
联系电话：
汤明田，
13030510383；
杨施惠，
13879891085）申报债
号：昆仲受字(2017)07505 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昆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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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68 号裁决书。仲裁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具有终局法律效力。 证据材料。
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昆明仲裁委员会
补充申报，
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不再对你补充分配，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由你承担。
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据《中华人民共
送达执行文书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18年5月21日上午
西双版纳雄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于 2017 年 6 月 8 日
9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你申报债权后方有
受理的云南红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金碧支行申请执行云南
权参加。
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
中炬石化集团有限公司、西双版纳雄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代理人参加的，
还需提交授权
(2017)云 01 执 901-903 号执行一案，因本院无法联系上你(公
委托书。
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
司)，通过其它方式也无法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本院根据平原县经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2月6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日受理了汇鑫生物浆纸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2

巡回法庭工作。
加强与社会各界民众的常态化沟
通和联络。加强与相关单位、代表委
员的沟通和联络，虚心接受建议和意
见，努力改进不足之处。特别是加强
与检察院、律师的沟通，定期召开推
进法院工作座谈会。多渠道多方位沟
通，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及时公
开民众关心的司法信息，积极回应公
众对法院工作的关切。
加强司法工作“大服务”建设。
完善司法便民利民措施，提高便民利
民施策精准度，增强法院技术化、信
息化建设，促进网上立案或新型立案
方式建设。健全“大立案、大服务、
大调解”三大机制建设，积极践行
“最多跑一次、最好不用跑”的便民
理念。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紧扣司
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统筹推进
司法改革各项工作。制定司法权力清
单和责任清单，取消院庭长对案件的
审批审核，实行主审法官和合议庭负
责制。严格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度，坚
持放权不放任，探索类案与关联案件
强制检索机制，升级廉政风险防控软
件，依托信息化构建覆盖全员、全程
留痕的监督管理机制，确保审判权严
格依法行使。

制图

台州市法院更新公开理念，最大
限度地让公众参与审判执行，让他们
“看得见、摸得着、感知到”司法
公正。
台州中院诉讼服务中心里，一台
触摸式电子屏格外引人注目，不时地
有当事人查询相关信息。
电子屏里提供了诉讼常识、风险
告知、案卷查询等一系列服务。“当
事人用身份证或受理案件通知书上的
二维码扫一扫，案件什么时候立案，
什么时候开庭，现在到哪个程序，一
目了然。”台州中院立案一庭庭长林
琦介绍道。
温岭法院依托信息技术，深入推
进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等
平台建设，不断拓宽司法公开的维
度，让社会大众更加全面、快捷地了
解审判执行信息。
“案件可以分成立案、保全、开
庭、执行等几大环节，虽大多数是程
序性的，但每到一个节点，我们都会
向当事人发送短信告知，2017 年就
发送了 50 多万条短信。”温岭法院院
长陈文通告诉记者。
同时，温岭法院将裁判文书及时
上传中国裁判文书网，方便公众查
阅 。“ 每 个 裁 判 文 书 都 要 经 得 起 推
敲，连标点符号也不能错，压力好大
哦！”裁判文书“晒”网，法官也很
紧张。
据了解，2017 年，温岭法院上
网公开裁判文书 11302 件，居浙江省

申报债权，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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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宁昌盛农贸市场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景宁昌盛
农贸市场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5月
人民法院报2018年2月13日（总第7271期）
25日上午8时50分在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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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6日指定山东华信产权流动破产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汇鑫生物浆 权人会议，
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纸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汇鑫生物浆纸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本公告公布之日起60日内，向汇鑫生物浆纸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书；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系自然
【通信地址：山东省平原县光明西街1641号（新汽车站路南货运车辆 律师执业证，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服务中心院内）；邮政编码：253100；负责人：提瑞婷；联系人：吴律师、 人的，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宋会计师；联系电话：0534-4201168、13287100237】申报债权。未在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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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务所的指派函。
本院根据债权人沈幼信的申请，于2018年1月31日裁定受理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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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产清算一案，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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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禾众珂芮针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众公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汇鑫生物浆 法指定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禾众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纸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汇鑫生物浆纸股份 2018年3月30日前向禾众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朝晖
路168号钛合国际A座22层，
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办公室；
联系人：
柯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山东]平原县人民法院
方密13666622661、
蔡丹丹15168245167)申报债权，
2016 年 12 月 19 日，本院根据债权人天津众聚金属制品有限 菲15906690109、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债务人天津大昌建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案。查明，债务人具有破产主体资格，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 证据材料。逾期申报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法定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应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企业破产法》第二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裁定宣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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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众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津大昌建材有限公司破产。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
2018 年 1 月 26 日，本院根据云南普通惠通果业有限公司的 持有人应当尽快向禾众公司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
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八条之规定，以 年4月13日下午14时在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第十八法庭(法院地
（2015）宾民破字第 1-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云南普通惠通果 址：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477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
业有限公司和解协议并终止云南普通惠通果业有限公司和解程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债权
序。
[云南]宾川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2月18日根据景宁昌盛农贸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自然人身份证明。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债权人签署的特别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或执
的申请裁定受理景宁昌盛农贸市场开发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 的，
并于2018年1月8日指定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为景宁昌盛农贸市场开 业证。委托代理人系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或法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发有限公司的管理人。
景宁昌盛农贸市场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律服务所的指派函。
2018年2月7日，
本院根据港隆镜艺有限公司的申请，
依据《中华人
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1日间，向管理人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
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
【通讯地址：
景宁县环城南路29号万申佳（景宁）律师事务所三楼；
邮政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
编码：323500；联系电话：张丽红15988060612、周慧仙13666568678】 终止港隆镜艺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第一位；在中国庭审公开网上直播庭
审 868 件。
“好像在看 CCTV 的普法节目，
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以后绝对不能
轻信他人发来的短信。
”
“现在只要点
点鼠标就可以目睹庭审全过程，真是
太神奇了。”网友在观看了仙居县人
民法院一起诈骗案件的庭审直播后，
留下了这样的评论。
1 月 23 日，仙居法院第一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了一起诈骗案，并在中国
庭审公开网上进行庭审直播，通过法
庭与看守所的 8 个摄像头，将庭审过
程“全景式”呈现在众多网友眼前，观
众一目了然，并可以通过文字评论等
方式展开交流。
该案中，被告人朱某冒充是被害
人张某等人的亲戚，向张某等人发送
短信，称有朋友向自己借钱，想通过
张某等人帮其转账给朋友，并向张某
等人发送了一张银行转账的虚假截
图，使得被害人信以为真。用此方
法，朱某骗取了 80 多万元。经过举
证、质证、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法
庭对该案进行当庭宣判，被告人朱某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 15
万元。这起案件的直播得到了广泛关
注，累计播放量达 4643 次，网友纷
纷在评论区留言。
2017 年，椒江区人民法院在中国
庭审公开网上累计直播案件 2905 场，
在全国法院基层法院排名第 12 名，荣
获年度“优秀直播法院”
称号。

2017 年 11 月 3 日，本院根据申请人金华市开发区中盈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龙娇子贸易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浙江龙娇子贸易有限公司可供分配的
财产为零，可供清偿的财产明显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通
过登报公告等方式要求浙江龙娇子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提交财产状况、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各股东均未向管理人提交。本院认为，债
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
结破产程序。现浙江龙娇子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以债务人财产
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为由，申请宣告浙江龙娇子贸易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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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 月
24 日宣告浙江龙娇子贸易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龙娇子贸易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浙江]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 年 11 月 10 日，本院根据浙江域桥电器有限公司的申请
裁定受理金华市弥赛亚车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本案
已经发生破产费用 1980 元，但债务人可供清偿的财产为 0 元，债
务人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金华市弥赛亚车
业有限公司管理人请求宣告金华市弥赛亚车业有限公司破产并
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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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 月 29 日
裁定宣告金华市弥赛亚车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金华市弥赛亚
车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浙江]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经申请执行人同意，依法对浙江森嘉林地板有限公司转
入破产清算程序，于 2018 年 1 月 22 日裁定受理浙江森嘉林地板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众成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浙江森嘉林地板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4月13日前，向
浙江森嘉林地板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
迎春村村民委员会二楼管理人办公室，联系电话：0572-3050251/
15067207430，邮政编码：313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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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森嘉林地板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森嘉林地板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
点、注意事项等另行通知。
[浙江]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