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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创新管理模式 实干创出佳绩
本报记者 王洁瑜

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管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审判能力现代化的根本。吉林法院主动更新管理观念、转变管理思路，

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突出问题，全面加强了法院管理和改革的力度，将现代司法理念渗透和落实到审判管理、行政管理、人

事管理等诸多方面，全力探索实践符合现代化法院要求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机制。

打破平均主义 激发内驱动力

考核的生命力在于对结果的有效
运用。在建立科学合理的审判绩效考
核机制的前提下，将考评结果运用到
人事管理及审判资源配置之中，作为
干警评先评优、物质奖励、晋级晋
职、人员培训及岗位调整的重要依
据，在单位形成以业绩论英雄的浓厚
氛围，才能充分发挥其评价、引导、
奖惩的功能作用，推动法院工作走上
良性循环道路。

在季度考核、半年考核的基础
上，2018 年年初，吉林高院相关考
核部门全员加班进行 15 项审判绩效
考核指标的数据提取、分数核算，经
过大量细致繁复的工作，最终形成了
完整准确的年度审判绩效考核档案，
吉林高院各审判业务部门、法官、审
判辅助人员以及全省各中级法院的审
判工作绩效一目了然，全部实现清单
化、透明化。

同时，按照年初的制度设计要
求，各部门、人员所做的工作、完成
的情况、取得的成效等，均须有原始
资料或实物来证明，并保证材料的客
观真实，以确保考核数据信息准确。

实现奖惩兑现是做好考核工作的
关键。据统计，2017 年吉林高院考
核办组织院机关共开展了4次二级考
核、3次一级考核，年终考核工作全
部结束后，严格按照考核得分对各部
门和各人员分类进行排序评价、评定
等次，据此产生了优秀部门和优秀个
人，按档次发放绩效奖金，并将考核
结果作为干部提职晋级的参考依据。

按照“突出重点工作、突出审判
主业”的原则，吉林高院对各中级法
院全面考核后进行评分、排名和档次
评定，并指导各中级法院对辖区基层
法院进行了年度考核。日前，各中
级、基层法院的年度考核结果报吉林
高院党组审定后，已经上报省直机关
工委绩效办，全省纳入省绩效考评范
围的共 78家法院中，24家被评为优
秀，考核结果将作为省委省政府对各
级法院进行表彰奖励的重要依据。

实践证明，实行目标责任制考
核，不仅考出了工作实绩，考出了发

展成果，而且考出了工作动力，考出
了执行力。

2017年，吉林高院在受理案件数
量激增的情况下，立案庭实现案件无
积压，全部及时分配到各业务部门。
2017年全年，省法院本级共受理各类
案件8546件，结案率达94.4%，高于全
国法院平均结案率 5.99个百分点，员
额内法官人均受案、结案同比分别上
升了16.26%和13.63%。

司法权威的一个重要保障是对程
序的及时终结。目标责任制考核强化
了法官们的积极审限意识、效率意识
和责任意识。2017 年，吉林法院案
件平均审理天数为52.3天，同比减少
23.4天，有效缩短了审理周期，不断
提升了人民群众公平正义“获得感”。

审判绩效考核指标在全省法院
审判办案工作中充分发挥了指挥棒
和风向标作用，各中级法院通过加
大力度攻克弱势指标，对审判执法
办案工作重点抓取愈加精准，在弥
补短板、解决问题方面部署工作的
针对性更强。此外，各级法院将考
核指标作为推动工作的重要抓手，
统筹谋划、科学定位，通过完成各
项指标任务，有力推动了审判执行
工作的顺利开展。

考核工作的有序推进，也为法
院各部门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
了科学可靠的客观依据，如从考核数
据中发现各部门工作任务量饱和度不
一、案件增长量不一、审判力量不均
衡等问题，为实现人员合理分配，以
岗定人、以案定人提供了数据支持。

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前行，破题攻
关，推行目标责任制考核以来，吉林
高院党组的中心工作和全省法院目标
任务得到全面落实，审判管理和监督
的科学化水平得到有效提升，纪律作
风和责任意识明显改善，目标责任制
考核成为全省法院管干部、提质效的

“利器”。
成绩与问题时常相伴相生，接下

来，吉林法院需要继续调整和努力攻
关的还很多。心已上路，便不惧远
行。

为形成注重实绩，崇尚实干的正
确价值导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
组书记、院长寇昉一上任便向全省法
院发出了“奋发有为、埋头苦干、争
先进位、狠抓落实”的十六字总要
求。吉林高院重点落力在“狠抓落
实”上，积极探索法院考核管理新模
式，在全省三级法院全面建立目标责
任制考核体系，明确奖惩机制，推进依
法治院、从严治院，将年度目标责任制
考核作为全面推进法院各项工作、巩固
司法改革成果和预防司法风险的“定海
神针”。

2017 年初，吉林高院提出全省法
院要建立“主动对标”意识，进一步树
立争先进位的意识，即自觉同最高人民
法院的部署要求对标，同全国先进法院
的工作经验对标，从中发现差距、找出
短板，制定出追赶进位的具体措施，力
争各项指标迈进全国先进行列。全省各
级法院落实工作是否主动、成效如何，
是否实现了赶超先进、争先进位，就需
要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和客观的评价
体系。

风起云涌的司改浪潮实现了审判权
回归本位，使法官独立的审判地位从多
年的理论界探讨落位现实，为建立科学
合理的法官考核制度，加强法官队伍职
业化建设提供了制度上和现实上的可
能。

吉林法院作为司法改革的探路者和
先行者，随着改革举措持续深入推进，
法官员额制改革和司法责任制改革已初
见成效。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各类别、
各序列人员的分类管理和职能的细化，
以及法官主体地位的提升，呼吁着法院
管理模式的转型升级，以实现科学地评
价法院及法官的工作，正确引导和激励
审判工作开展，科学监督和约束审判权
力，解决改革后法院管理不会管、不敢
管、管不好的问题。

2017 年初，全省法院目标责任制
考核工作大幕拉开。目标责任制考核体
系的建立，旨在通过量化工作质效、目
标管理、落实主体责任，对全省法院和
全省法官干警进行全方位考核，精准细
化评价每个法院、每个部门及法官干警
的工作实绩，确保中心工作和目标任务
明确，层层抓好落实。

“为了给干事创业者提供一个公平
公正的平台，解决干与不干一个样、干
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
题，我们坚持用数据评价、用事实说
话，严格按照岗位目标责任制考核结
果确定工作业绩，包括以后干部使
用、法官入额和退出等，实行一把尺
子衡量，一个标准核定，全力破解责
任落不实、担当不足、平均主义、‘员
额保险箱’等问题。”对于这一制度的
设计初衷，寇昉这样解释。

编制任务清单 指标明码标价
公正高效地办好司法案件，关键就

是打造过硬的法官队伍。探索建立起一
套科学合理的考核制度对带动整个法官
队伍向着职业化、专业化、精英化迈进
可谓意义非常。

为形成目标责任制考核工作合力，
吉林高院成立了由院长担任组长的年度
目标责任制考核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全
省法院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工作，在政
治部设立考核办，抽调专人具体负责院
机关及全省法院考核工作的组织实施；
全省 12 家中级法院亦分别明确领导机
构、指定职能部门负责本院及辖区基层
院的考核工作。

规范管理，制度先行。为规范目标
责任制考核工作，建立起考核长效机
制，吉林高院陆续制定了《目标责任制
考核实施办法》 和 《审判绩效考核办
法》 等 12 项关于开展目标责任制考核
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形成了较为完善目
标责任制考核体系。

吉林高院根据全省各中院审判执行
工作质效，建立完善了全省三级法院目
标责任考核体系，并制定《全省中级法
院年度考核目标责任制考核工作办法
（试行）》等制度，对相关数据进行汇
总、排序、通报，实现对各中院审判质
效整体考核。在吉林高院的带领下，全

省各中级、基层法院结合工作实际建立
了内部考核机制，既加强了上级法院对
下级法院的监督指导，也加强了考核工
作的系统性、客观性。

为了更好地发挥管理者的主体责
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考核
工作实行两级考核，分级管理，全面
实现一级督导一级，层层传导落实的
局面。

签订目标任务责任书，实现目标
任务清单化，是开展考核工作的有效载
体。2018 年初，吉林高院机关各部门
与分管院领导、部门负责人与每名法官
干警分别签订目标任务责任书，按照数
量、质量、时限的三维度原则，细化工
作措施，严格工作标准，限定完成时
间，确保各项重点工作按照时间表和路
线图有序推进。全省 12 家中院根据省
法院下达的年度考核任务指标，签订了
中院年度目标任务责任书，并组织中院
与所辖基层法院间签订目标任务责任
书，确保全省 92 家中基层法院、省院
机关35个部门及400余名法官干警各个
有目标、人人有任务，实现了德能勤绩
廉等各项指标的全面量化。

法官审判工作实绩是考核工作的重
点。为构建起一个能促进司法公正与效
率、符合司法工作规律和法官职业化特

性的科学合理的法官考核制度，吉林
高院经过深入调研，运用测算分析、
统一尺度，采取平时考核与年终考核
相结合、定量考核与定性评估相结
合、实绩考核与民主测评相结合的方
式，彻底改变了过去岗位目标责任制
考核单纯侧重工作数量的考核，使考
核有标准遵循，程序有制度保障。

为实现一把尺子“量到底”，吉
林高院坚持用数据评价、用事实说
话，细化、量化考核标准，重点统一
了审判工作量和案件折算标准，并依
据统一标准进行案件折算，比照上年
计算出全院年度预计完成案件总量，
测算出不同审判业务类别、不同审判

部门实际工作量，确定每个审判部门
以及每个法官具体岗位目标。

互联网时代，人民群众要求司法
服务能够更快速、更便捷、更低成
本。为了激励法官多办案、快办案、
办好案，法官审判绩效考核设置了办
案数量、审判质量、效率、效果、流
程管理、综合业务等考核指标，在审
判效率考核中对法定审限内提前结案
按日加分，区分不同案件类型、审限
天数，设定了每类案件的分值、提前
一天结案加分值，充分调动法官在保
证案件质量的同时，提升审判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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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逼责任落实 以业绩论英雄

盛方奇 制图

打破平均主义 激发内驱动力

2017年初，吉林高院提出全省法院要建立“主
动对标”意识，进一步树立争先进位的意识，即自
觉同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要求对标，同全国先进法
院的工作经验对标，从中发现差距、找出短板，制
定出追赶进位的具体措施，力争各项指标迈进全国
先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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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逼责任落实 以业绩论英雄

2017年吉林高院考核办组织院机关共开展了4
次二级考核、3次一级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干
部提职晋级的参考依据，有效强化了法官们的积极
审限意识、效率意识和责任意识，2017年全年，省
法 院 本 级 共 受 理 各 类 案 件 8546 件， 结 案 率 达
94.4%，高于全国法院平均结案率 5.99个百分点，
员 额 内 法 官 人 均 受 案 、 结 案 同 比 分 别 上 升 了
16.26%和13.63%

为形成目标责任制考核工作合力，吉林高院成
立了由院长担任组长的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工作领
导小组，制定了关于开展目标责任制考核工作的规
范性文件，签订目标任务责任书，以法官审判工作
实绩为重点，实行两级考核，分级管理，建立完善
了全省三级法院目标责任考核体系

青海中明商贸有限公司、范金洪、范金栋、黄开荣、林国民、陈阳
明：本院受理原告青海闽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青01民初3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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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婕希：本院受理你与严念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本院定于2018年8月28日上午9时在本院西202法庭依
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肖治州：本院受理原告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诉被
告广东金豪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经
审查，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的工程款是由你转让给原告，现被告申
请本院追加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你参加诉讼有利于查清本案
事实，且本案的处理与你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依法追加你为本案为第三
人参加诉讼。 [广东]五华县人民法院

惠州市惠建经济发展总公司惠阳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建
伟诉被告惠州市惠建经济发展总公司惠阳公司金融不良债权转
让合同纠纷一案（2018）粤1303民初1305号，因无法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传票、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调解
建议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起诉状【1．判令被告偿还
借款本金人民币4020万元及相应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及证据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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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

戴如康：原告许秋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2018）粤0305民初
3607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转普裁定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8月28日10时30分

在沙河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广东]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朱爱民、刘湘洪：本院受理深圳市锦威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
你们修理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粤0306民初3244号，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组
成人员庭通知书、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
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修车款5，225元整；2、诉讼费由被告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并定于期满后
即2018年8月28日下午3时15分在本院西乡法庭第二审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深圳坤在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临安聚睿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本院受理原告王建福与被告深圳坤在渊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杭州临安聚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为（2018）粤0391民初672号。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30日内。开庭时间定于
2018年9月20日下午16时，开庭地点为本院第六审判庭，请准时到
庭，逾期则依法裁判。 [广东]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上海金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恩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北京中车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
申请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诸城市人民法院

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关于拍卖大连市甘井子区柳溪园
9号1跃3层4号及柳溪园9-库3号2套房产（第二次拍卖）的公
告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7月2日10时至2018
年7月3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
行公开拍卖活动(网址http://auction.jd.com/courProductList.ht-
ml?vendorId=639840），现公告如下：拍卖被执行人张宏伟名下
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柳溪园9号1跃3层4号及柳溪园9-库3号

2套房产（建筑面积分别为：220.03 平方米、90.29 平方米，房
屋用途：住宅）。评估价值为 4,297,600 元，第二次拍卖起拍价
为 2,750,500元，保证金550,000元，增价幅度：5,000元。标的详
情及拍卖详情见京东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
院关于拍卖大连市甘井子区柳溪园9号1跃3层4号及柳溪园
9-库 3 号 2 套房产（第二次拍卖）的公告。咨询电话：金法官
0411-82793639。 [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大庆三北环保设备集团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之规定，我已将黑龙江
省大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庆高新商初字第
718号民事调解书中确认的160万元债权及从权利全部转让给许
占江、王金生；现依法通知你：我与许占江、王金生签订的《债权转
让协议书》已于2018年6月1日生效，自公告之日起许占江、王金
生是新的债权人，你应向许占江、王金生履行偿还借款本息等全
部义务。债权转让人：张金库。 黑龙江美亚律师事务所

本院根据沈阳汉博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等公司的申请，于
2017年12月4日起至2018年5月4日，先后裁定受理了辽宁辉
山乳业集团（沈阳）有限公司等53家企业的重整案件。2018年5
月8日，本院根据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裁
定受理辉山实业发展(辽宁)有限公司等50家企业重整案件，并
对辉山乳业（中国）有限公司等78家企业适用实质合并重整方
式进行审理。2018年5月10日，本院根据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有
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裁定受理辽宁辉山乳业集团安达牧业有
限公司、盐城天时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辽宁辉山凌空新能源集
团（内蒙古）有限公司、辉山（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辉山（上
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重整案件，并对辽宁辉山乳业

集团安达牧业有限公司、盐城天时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辽宁辉
山凌空新能源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辉山（上海）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辉山（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辉山乳业（中国）有限
公司等78家企业，共计83家企业适用实质合并重整方式进行进
行审理。本院同时指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与普华永道中天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联合担任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有
限公司等 108 家企业管理人。辉山乳业（中国）有限公司等 83
家企业通知和公告的债权申报截止日为 2018 年 6 月 25 日。沈
阳富裕牧业有限公司等25家未实质合并的企业债权申报截止
日为2018年6月8日。2018年6月7日，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有限
公司等108家企业管理人向本院提交《关于辉山乳业关联企业
重整案协调审理并统一确定债权人会议召开时间的申请》，请
求对已受理的沈阳富裕牧业有限公司等25家企业和辉山乳业
（中国）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重整案统一协调审理，并统一确定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召开时间。经审查，沈阳富裕牧业有限公
司等25家企业与辉山乳业（中国）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在经营
管理、债权债务、组织结构、人员安排等方面均具有较高程度的
关联关系，均属关联企业成员。为充分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
合法权益，综合考虑重整案件的效率，本院根据管理人的申请
对沈阳富裕牧业有限公司等25家企业与辉山乳业（中国）有限
公司等83家企业，共计108家企业协调审理。关于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的相关事项，另行通知及公告。附件：沈阳富裕牧业有限公
司等25家企业名：沈阳富裕牧业有限公司、沈阳乳业有限责任
公司、沈阳隆迪粮食制品有限公司、辽宁牧合家畜牧科技有限
公司、沈阳大正中天商贸有限公司、法库县茂泰饲料有限公司、
沈阳欧瑞祺商贸有限公司、辽宁辉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沈
阳大岩农业有限公司、沈阳乐天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沈阳
绿美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沈阳广吉饲料有限公司、沈阳隆迪种
业有限公司、沈阳凯利混凝土有限公司、锦州融信通物流有限
公司、锦州市辉鑫泉商贸有限公司、辽宁牧合家牛业科技有限
公司、昌图嘉满粮食购销储备有限公司、沈阳天邦英锐商贸有
限公司、铁岭市鑫鼎盛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沈阳华宝投资有限
公司、锦州佳百瑞树莓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锦州兴源牧业有限
责任公司、沈阳市伟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沈阳隆迪高科技粮
食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年3月8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浙江华港机械
有限公司、何伟波、浙江嘉力宝机械有限公司的申请，分别裁定

受理浙江华港机械有限公司、浙江嘉力宝精机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嘉力宝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等三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大公律
师事务所、浙江德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上述公司的联合管
理人。2018年5月22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上述破产清算案移
交本院审理。2018年3月20日，本院根据浙江力浩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嘉力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分别裁定受理浙江力浩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嘉力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等两案，并于同
日指定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浙江德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上述2公司的联合管理人。浙江华港机械有限公司、浙江嘉力宝精
机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嘉力宝机械有限公司、浙江力浩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嘉力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7月16日
前，向浙江华港机械有限公司、浙江嘉力宝精机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嘉力宝机械有限公司、浙江力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嘉力宝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
时-11时30分，下午3时-5时30分；申报地址：浙江省诸暨市东二
路107号万达财富大厦六楼；邮编：311800；联系人：魏锋；联系电
话：0575-88207767；手机：13575505868，陈校；联系电话：0575-
88223715；手机：13606752500）。并书面说明债权金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同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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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华港机
械有限公司、浙江嘉力宝精机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嘉力宝机械有限
公司、浙江力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嘉力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浙江华
港机械有限公司、浙江嘉力宝精机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嘉力宝机械
有限公司、浙江力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嘉力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依法行使取
回权。本院定于2018年7月20日下午14时15分在诸暨市人民法院
（本院地址：浙江省诸暨市东旺路77号）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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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债权人如系自然人的，应提交有效身份证件；如系法人或其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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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诸暨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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