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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视察四川法院工作 建言献策
本报记者 王 俏 本报见习记者 万紫千

加强保障避免人才流失

希望法官按时下班
——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副主席、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关牧村

——访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首发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第三养护管理中心工
段长李俊丰

“四川法院真正为百姓办实事，
得到了很
多赞誉，
向四川法院学习。
”
关牧村在视察过程
中表示，
四川法院探索在庭外化解矛盾纠纷，
比如江安县人民法院设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协调中心，
工作细致入微。

通过视察诉讼服务中心，让李俊丰体验
到了司法服务的便捷高效：
“诉讼服务中心的
设置很人性化，给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司法服
务，
值得推广。
”
全国法院正在大力解决执行难，李俊
丰说，在四川感受到了各级法院执行干警

“好的经验要相互交流，
进行宣传，
让其他省
市多学习。
”
关牧村建议，
法院好的经验做法要发
扬光大；
法官很辛苦，
如何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降低劳动强度，
缓解工作压力，
需要继续探索，
希
望他们能尽量按时下班。

成绩的背后是艰辛

让干警安心坚守一线
——访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周口市东新区许湾乡李灵希望小学校长李灵
“这次深入地了解了法院的执行工
作，切实感受到执行工作太不容易了。干
警的工作非常辛苦，他们工作的状态让我
感到特别敬佩。”李灵谈及视察感受时说，
“智慧法院”的建设不仅给法官提供了智
能化的服务，也给老百姓提供了便捷的法
律服务。

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的决心和
气势。
“现在干警工作压力大，付出了很多，很辛
苦。”李俊丰提出建议，加强对法院干警的后勤
保障力度，
特别是对偏远地区的干警，
避免人才
流失。

“今后我们将更好地支持法院的工
作，呼吁社会各界为解决执行难这场硬
仗 贡 献 自 己 的 一 份 力 量 。” 李 灵 建 议 ，
要做好基层干警的保障工作，让他们安
心坚守在一线；让律师投入到纠纷化解
工作中。

——访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栾川县潭头镇拨云岭村党支部书记杨来法
6 月 28 日，代表们集中见证四川省宜宾
市中级人民法院“夏日风暴、执行攻坚”暨
“全国人大代表见证执行”活动启动仪式。
杨来法表示，四川法院的人员素质非常高，
军事化程度高，纪律严明，信息化建设好，
执行场面十分有震慑力，以压倒一切的气势

开展执行工作。“四川法院的工作效率十分高
效，成绩的背后法院干警也付出了很多。”他
说道。
此外，他建议，法院对战斗在第一线的人
员，应该进行表彰，成绩的背后往往意味着艰
辛。

从源头减少案件量

让更多人了解法院工作

——访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海淀分公司企业管理部主
任、纠察大队大队长、特勤保安大队大队长李勇

——访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道胡张庄村党总支书记杨宝玲

李勇表示，四川法院直面困难，敢于
担当，响应号召，服务人民，给他留下了
深刻印象，特别是四川法院的家事审判和
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李勇说，家事审判将
法律与道德相融；破坏环境资源在受到法
律处罚的同时，还要承担受损环境的修

复，值得借鉴。
在员额制改革后，如何缓解法官的办案
压力，李勇建议，继续加强“智慧法院”建
设，对大数据进行研判，作出案情分析，哪
类案件多，哪类案件可以预防等等，从源头
减少案件量。

司法服务十分人性化

作，特别是对民事案件。在民事案件的审理和
调解时，语言不要过于严厉，要贴近百姓。三
是加大失信成本，使失信者不敢再失信。四是
加强对法官的人身保障，多关心、爱护法官，保
证他们的安全。

探索解决执行难的长效机制

——访全国人大代表，河南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李勤
李勤表示，四川法院在司法改革方面
做得很好，
“ 智慧法院”建设便民利民，
“如
电子送达，特别方便当事人。四川省各级
法院在司法服务这方面十分人性化，做得
很到位”。她说道。
视察完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江宁女
子法庭，李勤认为，女子法庭有利于让老百

对于杨宝玲来说，这次视察也是一个学
习的过程。看到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江
宁人民法庭设有心理咨询室，杨宝玲认为很
有特点。
杨宝玲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大宣传，
让更多人了解法院工作。二是加大调解工

——访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委员，天津商业大学副校长邱立成

姓更好地体验司法服务。
“ 旁听离婚案件
时，看到法庭请来了心理咨询师，为孩子进
行辅导，许多家事案件涉及到未成年人，孩
子年龄小，我认为进行心理辅导是很有必
要的。”此外，她也认为江宁法庭的家事调
解室与心理咨询室的设置“很有特色，很有
必要”。

“这次零距离走进法院，看到了法官的
作为和艰辛。”邱立成说，四川行让他感到
“很震撼”，特别是围绕“基本解决执行难”的
视察主题让他收获很大。
邱立成同时提出建议，一是给予干警更

多关爱和呵护。二是探索解决执行难的长效
机制，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三是加
强对法院工作的宣传，增强更多人对法院工作
的了解。四是加强“智慧法院”建设，让信息技
术更好地服务审判执行工作。

执行工作达到新高度

做到爱岗敬业、敢于担当

——访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沈丘县冯营乡李寨村党支部书记，河南亿
星实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士强

——访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柘城县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宋静

李士强从两个方面表达了视察四川
法院的感受：
“一是政治舞台，二是技能舞
台，四川法院在这两个方面做得很出色。”
他 表 示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提 出 用 两 到
三年的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过去两年
多的时间里，全国法院执行工作进入了
一个崭新阶段，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法院
上下对执行工作的投入达到了一个新的

高度，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
李士强说：
“ 法院执行工作的氛围十分
浓厚，执行决战，布下天罗地网，各种执行
措施、执行保障，让老赖无处藏身，给社会
一个诚信，给申请执行人公平公正。”
“从四川法院看，
各级法院既有统一的行
动部署，又结合自身实际，有各自的创新，取
得了很好的成绩，
给社会诚信增添了力量。
”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和30日内,逾期未提交将视为放弃答辩、举证期限。并定于2018
曾培荫、周长汉、林看治、蔡淑卿、黄高忠：本院对华安荣益 年10月10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矿业有限公司诉曾培荫、周长汉、林看治、蔡淑卿、黄高忠买卖合 缺席裁判。
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杨子善:本院受理陈炳谦与你们民间借贷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闽 0629
1、
被告一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000万
民初 18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你们：
被告一自2018年4月18日起按月利率2%向原告支付2000万元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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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2、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款本金的利息至全部本息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5月9日为280000
元;3、
被告一支付原告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律师费暂计人民币10万元,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福建]华安县人民法院
被告
张连生：原告拜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告周文波、第三 实际金额按照法院判决被告一应支付给原告的款项的3%确定);4、
请求由两被告承担本
人张连生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保证责任;5、
保全费、
公告费等。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粤0306
（2018）黑 02 民初 1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案全部受理费、
应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
证据
来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民初13996号民事起诉状副本、
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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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逾期未提交将视为放弃答辩、
举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证期限。
并定于2018年10月10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开庭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江国荣：
本院受理原告南通国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杨海俊、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深圳市宝安石岩佳丰盛毛绒玩具厂：
本院受理（2018）粤0307民初
江国荣、
蔡水根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
诉状副本、
追加当事人申请、
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 3948号深圳市汇森玩具有限公司诉你、
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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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权纠纷一案，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证据副本、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楼第二十四号法庭公开开庭 日即视为送达。
30日内。
并定于2018年10月9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审理。
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姜德民：上诉人大连联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就（2017）辽 请准时出庭，
杨晓波：
本院受理（2018）粤0307民初3950号深圳市汇森玩具有
0213 民初 3035 号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
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限公司诉你、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现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告知审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辽宁]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
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杨子善:本院受理陈琼与你们民间借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
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你们：1、被告一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达。
2000万元;2、被告一自2018年4月18日起按月利率2%向原告支付 并定于2018年10月9日下午15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审理。请准时出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2000万元借款本金的利息至全部本息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5 庭，
保定白沟新城越源毛绒玩具厂：本院受理（2018）粤 0307 民
月9日为280000元;3、被告一支付原告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律师费
暂计人民币10万元,实际金额按照法院判决被告一应支付给原告的 初 3955 号深圳市汇森玩具有限公司诉你、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
款项的3%确定);4、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保证 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责任;5、请求由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等。现依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粤0306民初13995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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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送达裁判文书

宋静说，此次视察让她体会颇深：法院
工作体现了以人为本，比如江安县人民法院
设立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协调中心，方便百
姓解决问题。在追求公平正义的同时也没有
失去速度，探索出了“互联网+”法院的新
路径。

信用卡纠纷五十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
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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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
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上述案
件，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石军(420703196911272801)：
本院受理原告廖卫华与被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7月7日（总第7403期）
石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人民币70万
2018 年 10 月 9 日下午 15 时 30 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审理。请准
元，利息5.4万元(利息计算至2018年5月15日，后续利息按月利率
时出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广东]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1.5%计算至还清之日)；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临沂市兰山区申汇玩具销售部：
本院受理（2018）粤0307民初5439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2018)鄂
5440号深圳市汇森玩具有限公司诉你、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
0704民初1302号】、查扣结果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著作权纠纷一案，
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证据副本、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20日内。并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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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和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
30日内。
并定于2018年10月10日下午10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审理。
请准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
时出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永达玩具商行：
本院受理（2018）粤0307民初5442
送达破产文书
号深圳市汇森玩具有限公司诉你、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
本院根据黑龙江铁力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申请，于2018
纠纷一案，
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证据副 年7月3日作出（2018）黑0781破申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
本、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债务人铁力市点石成金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
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 定黑龙江远东律师集团事务所为管理人（通讯地址：铁力市铁力镇
并定于2018年10月10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审理。
请准时 保健街314号，联系人：王齐平，电话：13624581804）。债权人应自公
出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告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
深圳市南山区宝源贝妮玩具厂：本院受理（2018）粤 0307 民 未申报债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
初 5443 号深圳市汇森玩具有限公司诉你、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 定处理。铁力市点石成金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
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8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年9月4日14时30分在铁力市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债权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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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或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
[黑龙江]铁力市人民法院
2018 年 10 月 10 日下午 15 时 30 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审理。请准
本院根据江阴市宇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15
时出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广东]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日裁定受理江阴市宇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宇洁公司”
）破产重整
满家乾、
毛建超、
梅中伟、
莫芳方、
欧阳红梅、
潘际祥、
潘建兴、
潘明宏、
潘 一案，
同日指定江苏神阙律师事务所、
江苏正卓恒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文博、
潘志红、
彭艮兵、
彭进、
彭文卫、
彭霞、
齐松、
秦乐、
邱爱香、
邱志伟、
屈晓 公司为江阴市宇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宇洁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菲、
沈艳平、
石斌、
石益玮、
舒冰、
司群生、
宋桂平、
孙安民、
孙琳、
孙雄武、
覃建 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8月27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苏省江阴市
红、
谭亮、
汤西武、
唐荷文、
陶永亮、
田立虎、
田巧、
王朝辉、
王光炎、
王红卫、
王 华士镇华西工业园区（江阴市鹏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旁）；邮政编码：
惠珍、
王静、
王敏、
王明华、
王清珍、
王庆方、
王瑞、
王少兵、
魏吉杰、
吴晶、
吴幼 214425；
联系人：
江阴市宇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王泽鹏；
电话：
火、
伍军：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分别诉你们 18505106311]申报债权。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公 告

宋静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信息化建设的加
快给干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培养出一支爱
岗敬业、敢于担当的队伍，可以以老带新，让
应届毕业生更快地投入工作。二是进一步提升
庭前调解的比例。三是加大普法宣传，特别是
对立法的宣传。

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宇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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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定于2018年9月11日上午9时在
本院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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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
或个人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等。[江苏]江阴市人民法院
根据威海金马门窗有限公司申请，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威海
建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指定由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审理此案，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2
日立案受理，
同时指定山东荣威律师事务所担任威海建丰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管理人。你应于2018年9月10日向管理人【通讯地址：威海市统一路
409-1号201室中小企业局院内二楼，邮编：264200，联系电话：06315200969、
5289845；
联系人：
孙华、
王丹丹、
手机：
17606260758（同微信号），
E-mail：
jianfengqingsuan@163.com】申报债权，
债权申报须知及申报格式
文本，
请登录山东荣威律师事务所网站（网址：
http://www.rongweilaw⁃
yer.cn）公告栏（或下载中心）和山东荣威律师事务微信公众号（rongwei⁃
lawyer001）公告栏（或下载中心）查阅、
下载。
威海建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9
月25日上午9时在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附楼四楼会议室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山东]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22日根据债权人陈玲巧的申请裁定受理衢州市景文百
货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同日指定浙江南孔律师事务所担任衢州市景
文百货有限公司管理人。
衢州市景文百货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8月
1日前，
向衢州市景文百货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通信地址：
浙江省衢州市
柯城区新桥街18号1幢5楼浙江南孔律师事务所；
联系电话：
18857012865；
联系人：
郑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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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衢州市景文百货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衢州市景文百货有限公司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8月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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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