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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上海海事法院把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推动，按照
最高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组织力提升工程总体部署，坚持“以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工作思路，加强组
织领导，落实主体责任，注重发挥“政治、组织、能力、文化”引领作用，增强党组织向心力、内动力、战斗力和凝
聚力，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为新时代海事法院实现新发展提供有力的政治保证。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工程优秀组织奖评选结果的通报》，上
海海事法院获评“人民法院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工作优秀组织奖”。

上海海事法院：党建引领 四点发力
本报记者 严剑漪 本报通讯员 黄 丹

注重政治引领
增强党组织向心力

2021 年 7 月 5 日上午，上海海事法
院五楼会议室，该院党组中心组“首
学”的会议正在举行。上海海事法院党
组书记、院长汪彤主持召开党组中心组

（扩大） 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上，中心组
成员做了交流发言。

这是上海海事法院党组中心组“首
学制度”的一个缩影。一直以来，上海
海事法院坚持把政治学习作为“首要内
容”，明确党组书记为“首学制度”第
一责任人，要求在党组会上，把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
彻中央、上海市委、最高人民法院重大
决策部署作为重要内容，确保在思想和
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为学习宣传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
思想，上海海事法院院党组班子成员
带头到各支部参加组织生活会、上党
课、作理论辅导、开展党日活动，领
学促学、层层推进，狠抓意识形态建
设 ， 以 先 进 理 论 武 装 队 伍 、 指 导 实
践、推动工作。

群燕高飞头雁领。在党组中心组
“首学制度”和“领学促学”的辐射作
用下，上海海事法院各党支部也充分发
挥了“导学督学”的带动作用，增强党
员的政治意识，扎实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两个坚持”专
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等，进一步坚定
理想信念，坚守法治信仰。

为强化各级党组织主责主业意识，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上海海事法院认真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
建立完善党组成员党支部工作联系点，
并研究制定了 《党支部落实党建工作责
任制考核规定》《支部书记履职考评实
施办法》，对支部书记实行任期目标、
年度承诺、工作业绩考评考核，不断完
善承诺、述职、评议、考核、问责“五
位一体”工作体系。在此基础上，全面
推行党组织抓基层党建责任清单、问题
清单、任务清单制度，把管党治党责任
一级一级压紧压实，不断推动党建主体
责任有效落实。

注重组织引领
提振党组织内动力

推进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核心
在于党支部。

上海海事法院着力推进党支部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积极争创市级机关党支
部建设示范点。坚持“将支部建在庭
上”，并探索将新型审判团队与党小组
设置有机结合，把党组织覆盖到执法办
案每个单元。

各支部也积极拓宽党建渠道，丰富
党建内涵，充分发挥不同庭室功能、不
同岗位专业特长的优势，打造“一支
部、一特色、一品牌”。

地处上海北翼门户的长兴岛派出法
庭创设“瀛海天平”党建品牌，通过渔
船普法、送法进渔村、引航灯计划等党
建活动，服务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和
长兴岛国家级船舶产业基地建设。此
外，还与崇明海事局党委、南京海事法
院连云港派出法庭党支部等签署党建共
建协议，积极延伸海事司法职责，服务
保障长三角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

海商庭党支部紧扣北外滩航运业发展

的司法需求，深入航运企业进行走访调
研、普法宣传，并召开推进航运法治化营
商环境建设座谈会，着力打造一张亮丽的
北外滩海事司法服务名片。2021年5月，
海商庭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人民法院涉
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先进集体”。

在各个党支部的团结带领下，上海
海事法院干警积极参与党支部组织生
活、普法宣传、走访调研港航单位、交
通文明志愿者、抗疫志愿者等活动，涌
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

“多次参与支部活动，可以说在学
习培训和实践锻炼中提高了认识与修
养，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也得以调动。”全国法院办案标兵杨
帆感言。

为加强各支部党建工作，上海海事
法院每月下发党建工作提示，及时发布
通知通报、制度法规和学习资料，让党
务工作在阳光下运行。同时，在内网开
设党建工作专栏和飘窗，推送学习资
料、党建信息，采取微党课、微视频等
形式加强对干警经常性教育引导。

除了加强内部党建工作，上海海事
法院还积极拓展党建平台，依托党组织
共建，与大学院校、海事行政机关等加强
党建共建，将党建互促互进的政治优势
转化为推动工作创新发展的实际行动。

三年来，上海海事法院先后评选出
先 进 党 支 部 8 个 ， 优 秀 党 务 工 作 者 9
名，优秀共产党员 35 名。全院共有 13
人次荣获国家级、市级荣誉称号，有
168人次在上海法院系统立功受奖。

注重能力引领
彰显党组织战斗力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与审判业务

工作相辅相成，是人民法院党建工作始
终坚持的原则。

上海海事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
任沈英明认为：“提升党组织组织力，要
找准党建工作与审判工作的结合点，抓
党建带队建促审判，积极推动党建与业
务深度融合，形成同向推进、同步增强、
同时发力的良好局面，切实提高以审判
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实效。”

在党建工作的引领下，上海海事法
院制定了《上海海事法院关于全面推进
海事审判精品战略的实施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全面推进精品战略实施。

《意见》 明确，全面推进海事审判
精品战略要围绕三个总体要求：一是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二是司法为民、公正
司法工作主线；三是争当国内标杆、争
创国际一流工作目标。

上海海事法院一直以服务大局和上
海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依法履行海事
审判职能，服务海洋强国战略和新发展
格局，主动对接上海三项新的重大任
务，服务更高水平开放和更高质量发
展，制定服务保障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建
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意见，推进
各项举措取得实效。成立长兴岛派出法
庭，服务保障崇明世界级生态岛、长兴
岛国家级船舶产业基地建设，更好促进
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设立北外滩审判
工作站，打造保障航运业服务发展的特
色品牌，助力上海国际一流航运法治化
营商环境建设。

为打造国际海事诉讼“优选地”，
上海海事法院致力于做精做优做强海事
审判工作，创新具有吸引力的纠纷解决
机制，如上线全国海事审判领域首个外
国法查明平台，首次引入外籍调解员解
决跨境纠纷，首推境外诉讼主体概括性
授权，首创船舶扣押预担保机制，首次
与行业协会携手发布“货代企业提交司

法送达地址确认文书共同倡议”，首
次推出海事海商纠纷诉讼管辖协议示
范条款……一项项务实创新的举措，
为中外当事人提供了高效便捷的司法
服务。

人才是成事之基，谋事之要。围
绕提升队伍战斗力的重任，上海海事
法院规划队伍建设蓝图，制定海事审
判业务专家培养办法，启动“青年海
法专才”培养计划，加强国际化高素
质人才队伍的培养。

三年来，上海海事法院多起案
例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等或被评
为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形成在
全国范围内具有指导和遵循意义的
裁判规则。多起案例被国外海商航
运 专 业 领 域 的 知 名 刊 物 和 网 站 登
载，海事司法公信力受到国际业界
认可。

注重文化引领
提升党组织凝聚力

“市级机关特色学习团队”“上海
市标杆青年突击队”“上海市青年五
四奖章”集体……获评这一系列荣誉
的是上海海事法院的青年翻译员团
队。这是一支由青年法官、法官助理
组成的年轻队伍，现有成员 25 人，
全部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其中
多人具有英语专业八级、中高级口译
证书。

一方面，团队成员定期搜集、翻
译并发布外国海事案例、全球航运市
场最新动向、国际海事司法前沿信息
等；另一方面，团队非常注重发挥海
事审判对外展示的窗口作用，以上海
海事法院英文门户网站为平台，对外

发布海事审判重点工作、海事司法指
导案例和国内最新法律法规等，增强
海事司法裁判、法律政策和法治环境
的透明度。

这支青年翻译员团队在涉外海事
案件审理执行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
作用，协助法官和合议庭核对、分析
外文证据材料的翻译文本，开展涉外
送达、接待释明和法律资料检索等工
作，为提高审执工作效率贡献力量。

青年翻译员团队的成长和发展是
上海海事法院法院文化建设成果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上海海事法院始终坚
持用法院文化助力党建工作开展，提升
党建工作内涵，增强党组织凝聚力。

开展“德润海法”“院庭长荐书”全
员读书活动，邀请知名专家和学者教
授来院进行“海事大讲堂”专场授课，
创作音乐剧，举办英语演讲比赛……
文化培树有“载体”，文化传承有“阵
地”，上海海事法院的干警们浸润于
此，提升人文修养和法治素养。

践行“开心工作，快乐生活”的理
念，上海海事法院还定期开展健步走
活动，组织运动会和迎春会，精心策
划“ 三 八 ”妇 女 节 系 列 活 动 ，开 办 书
画、瑜伽等兴趣班，举办急救防护专
题讲座……健康环境的打造和暖心和
谐氛围的营造，增强了上海海事法院
干警的职业认同感、尊荣感和归属感。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提升法院
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是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坚持法院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法
院队伍整体素质和践行司法为民的需
要。我们将以新起点、新精神、新要
求、新目标统揽工作，不断开创基层
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工作新局面，推动
新时代海事法院更高质量发展。”汪
彤院长表示。

图①：上海海事法院
党组中心组赴上海浦东展
览馆参观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主题展。

周晨佳 摄
图②：长兴岛派出法

庭法官前往港口对案件开
展调查。

韩赟斐 摄
图③：上海海事法院

在北外滩审判工作站召开
推进航运法治化营商环境
建设座谈会。

何 蕊 摄
图④：上海海事法院

青年干警参加学雷锋志愿
服务活动。

周晨佳 摄
图⑤：上海海事法院

干警参加抗疫志愿者活动。
韩赟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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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天津真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账册等相关材料下落不

明，清算组未接收到公司可供审计的财务资料，无法开展清算工

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

议纪要》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1 年 7 月 13
日裁定终结天津真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天津真

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可向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公司的主

体主张有关权利。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因天津晶科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相关人员下落不明，该公司清

算组未接收到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无法开展清算工作，本院

于2021年8月19日裁定终结天津晶科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强制清算

程序。天津晶科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股东可以依法向控股股东等实

际控制公司的主体主张有关权利。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天津仪表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天津华宇电子

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指定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担任清算组对天津华宇电子精密制造有限公司进行清

算。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公告如下：一、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

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

报债权。二、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有

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三、清算组处理事务的地址为天津市南开区

宾水西道333号万豪大厦10层，邮政编码：300384，联系人：田花蕊，联

系电话：022-23733333。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天津市中环数控公司的申请于2020年12月25日裁

定受理顺和兴（天津）日化包装工业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顺和兴

（天津）日化包装工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9月30日之前

向顺和兴（天津）日化包装工业有限公司清算组（通信地址：天津市

南开区科技广场销售中心4楼；联系电话：15222686416；联系人：田

花蕊）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财产分配前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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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制清算程序行使权利。顺和兴（天津）日化包装工业有限公司应当

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肇庆市机械工业物资公司的申请，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裁定受理肇庆市机械工业物资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肇庆市机械工业物资公司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

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宣告破产的法定条

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

规定，本院于 2021 年 8 月 9 日裁定宣告肇庆市机械工业物资公

司破产。 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品发、杨一帆：本院受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马连道西支行申请执行(2021)京 0106 执恢 516 号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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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本院将于2021年9月6日10时至2021年9月7日10时止（延时

的除外）在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沈阳

洛比泰健身服务有限公司内健身器械和经营物品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该

标的物起拍价：96520元，保证金：19304元，增价幅度：500元。该标的物

具体信息、本次拍卖的竞买公告及竞买须知详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就该标的物本次拍卖发布的《竞买公告》、

《竞买须知》及《估价报告》。具体以现场实物及实际交付为准。对上述标

的物权属有异议者，请于拍卖开始前一个工作日十四时前与本院联

系。本标的物的网络司法拍卖事项本院已通知了当事人、已知优先购

买权人，没有接到通知的在本次拍卖公告公示满五日视为已通知。咨

询电话：李女士13072432019。 [辽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陈小平，徐义斌，上海爱帝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诉陈小平,徐义斌,上海爱帝服饰

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执行（2017）沪徐证执行字第 31 号执行证

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裁定书。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

来本院执行局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

法律效力。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叶建珠、汤贵辉：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上海驰铭钢铁有限公司

与被执行人上海俊兴钢结构制作有限公司、陆俊德、郑恩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经查明，申请执行人上海驰铭钢铁有限公司已于2013年10月

1日注销工商登记。根据工商内档登记查明，你们系本案申请执行人上

海驰铭钢铁有限公司原股东及清算义务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你们作

为有权承受本案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权利的主体，可以向本院申请变更

为申请执行人。但本院至今未收到你们主张权利的书面申请。目前本

案已收到案外人的执行异议书，异议人申请对本案的执行行为进行异

议审查。因本院无法有效联系并通知你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作出公告：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六十日内就本案债权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主张相应合法权利。逾期

不提交，视为放弃相应权利。本院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7条之规定，依法裁定终结本案执行，并解除对被执行人的全

部强制措施。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陈秋：本院执行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津支行申请执行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5)新津执字第687号】。因你至今

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将对你所有的位于四川省新

津县五津镇瑞通路180号2栋1单元6楼层2号住宅（业务件号：权

0122590）进行评估、拍卖。因你下落不明，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新津支行又拒绝议价、询价。现依法公告通知你于2021年

10月29日上午10时到本院参与见证、确认摇号选定评估机构过程。

届时缺席本院将依法进行选定，送达评估报告书及选定拍卖机构不

再另行公告，为此造成的法律责任由你自行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四川]成都市新津区人民法院
何荣、何淋虹、袁映：本院在执行胡文武与成都誉财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中。申请执行人胡文武向本院提出申

请，请求追加你们为该案的被执行人，本院受理后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川0104执异70号执行裁定书。限你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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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

服本裁定，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应当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

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起诉讼，

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何荣、何淋虹、袁映：本院在执行但芮与成都誉财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中，申请执行人但芮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

追加你们为该案的被执行人，本院受理后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0）川0104执异72号执行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应当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

决、裁定无关的，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起诉讼，逾期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重庆贤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邹贤明：本院受理陈宏平申请

执行重庆贤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公告送达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追加被申请人

邹贤明为本案被执行人。被申请人邹贤明应对被执行人重庆贤明

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

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

议。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姜秀兰、林少锐：本院在执行原案申请执行人惠州市兴能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与原案被执行人广州市中新能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执行案号：（2018）粤 1303执 295号），异

议人惠州市兴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申请

追加姜秀兰、林少锐为（2018）粤 1303执 295号案件的被执行人，

本院依法受理立案，案号为（2021）粤 1303 执异 87 号。因无法向

姜秀兰、林少锐送达应诉材料，现依法向姜秀兰、林少锐公告送

达执行异议申请书、证据材料、书面审查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意见为公告期满后的 7 日

内。 [广东]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
李豪：本院将于2021年9月12日10时至9月13日10时止（延时

除外）在京东网-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

卖被执行人李豪名下位于衡水市桃城区天元怡水花园2号楼1单元

701室房产（合同备案号：20075569）及李豪之妻李华英名下位于衡水

市桃城区天元怡水花园二期303幢（21幢）1单元10层1001室房产（合

同备案号：20082526）。有意竞买者请登录京东网(http://sifa.jd.com/）
参与报名竞买（优先购买权人须到本院办理优先购买权手续）。咨询电

话0318-2818922。 [河北]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
西藏长丰天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西藏长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聂文超与你们社会保险、经济补偿金等纠纷一案，我院于2021年

8月18日已立案执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豫9001执3910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等法律文书。限你们于执行通知书

送达之日起一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内容为：一、被告支付

原告欠款5778元及利息；二、向申请执行人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

利息或迟延履行金；三、申请执行费50元），并于报告财产令送达之日起

一日内向我院如实报告财产情况。逾期不履行或者拒绝报告、虚假报告

财产情况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依法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本公告自

登报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济源市人民法院
汪继甫、汪向甫：本院受理张立新申请执行汪继甫、汪向甫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被执行人汪继甫名下车

牌号为豫 KM1266 汽车一辆的评估报告、评估异议通知书、（2021）
豫 0191 执恢 2001 号执行裁定书、拍卖通知书。评估结果为市场价

值 84300.00 元。（2021）豫 0191 执恢 2001 号执行裁定书：拍卖被执

行人汪继甫名下车牌号为豫 KM1266 汽车一辆。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对评估报告有异议的，应当公告期满后十日内

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仍不履行义务，本院将依法对查封的

财产进行处分。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左华山、杨朝伟：本院在执行原案申请执行人深圳市广德塑胶有

限公司与原案被执行人惠州市威达禾电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中【执行案号：（2021）粤1303执2062号），异议人深圳市广德塑胶有限

公司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申请追加左华山、杨朝伟为（2021）粤1303
执2062号案件的被执行人，本院依法受理立案，案号为（2021）粤1303
执异94号。因无法向左华山、杨朝伟送达应诉材料，现依法向左华山、

杨朝伟公告送达执行异议申请书、证据材料、书面审查通知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意见为公告期满后的7日

内。 [广东]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
王跃进：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邯郸市巨泰物资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王跃进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中，被执行人王跃进未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即偿还申请执行人邯郸市巨泰物资有限公

司借款本金 7746945元及利息（自 2014年 9月 19日至 2015年 3月 31
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自2015年3月31日至判决生效之

日按月息1%计算），负担案件受理费66028元、执行费66135元。现本

院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 0404执恢 6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被执行人告知书、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未履行，本院依法将你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 [河北]邯郸市复兴区人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 9月 11日 10时至 2021

年11月1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上街区通航五路21号院2号

楼149套房产、4号楼5套房产进行公开变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

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 spm=a213w.3064813.0.0.Wm⁃
DIVt&user_id=1991614219，户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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