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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深学细悟见真章 担当实干勇争先

郑州市中级法院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热潮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
司法为民实际行动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岳明 通讯员
付加才）连日来，郑州市中级法院组织广大
干警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充分发挥审判职
能作用，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努力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有
力司法保障。
百年风云激荡走过壮阔征程，
百年不懈奋
斗铸就世纪伟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
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的决议》。
《决议》通过回顾中国共产
党的百年光辉历史，总结了“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人民至上”
等十条宝贵经验，
深刻揭示了
百年大党过去
“为什么能够成功”
、
未来
“怎样
才能继续成功”
的核心密码。这对引领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更好地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通过学习，
广大干警表示，
要深入学习贯彻
落实全会精神，
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
到法院工作中，
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
切实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为民司法，
忠诚干净担当的实际行动。
该院审管办副主任张晶晶表示，
作为一名
法院干警，
要时刻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坚
定理想信念，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行
的智慧和力量，
把党中央的决策落实到法院工
作中。谦虚谨慎、
艰苦奋斗、
埋头苦干、
勇毅前

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提升执行质效
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岳明 通讯员 梁思
纯 雷梦云）近日，
申请执行人张某拿到了行政赔偿
案件的案款。申请人张某与被执行人郑州市某区
人民政府行政一案，
张某于 7 月 5 日向郑州铁路运
输中级法院递交申请执行材料，
该院于 7 月 8 日立
案执行。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豫行赔终
87 号行政赔偿判决书于 2020 年 6 月2日生效。
承办人接到案件后，
立即制作相关法律文书，
并依法向被执行人郑州市某区人民政府送达执行
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
要求其履行（2020）豫行赔终
87 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向申请人张某立即支付房屋
损失 4373720.4 元，房屋物品损失 5 万元，搬迁费
7000元，
过渡费以合法房屋面积561㎡为基数，
按照
“每月 8 元/㎡，
30 个月过后，
过渡费加倍发放”
给予
张某赔偿（自张某房屋被强拆之日起至实际支付赔
偿金之日止）。并向其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
利息（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
自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
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
在该案执行期间经历 7 月暴雨洪灾、8 月疫情
肆虐，
给执行工作带来了困难，
执行进度不得不被暂
停。9月复工后，
承办人线下查询被执行人名下财产
情况，
并责令其尽快履行完毕，
要求被执行人支付款
项5426250.8元（含503天的迟延履行金）。被执行人
于2021年11月17日将该笔案款转入法院账户。该院
于次日向申请人张某办理了案款发还手续。

行，
用实际行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
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为一名员额法官，
如何从党的百年历史
中汲取智慧力量，
践行一个法官的神圣使命，
我深深思考着一个问题。”员额法官赵俊丽
说，
回顾百年岁月的奋斗路，
如何走好前方的
奋进路，
百年党史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要坚定
正确的政治方向，将党的领导贯穿法院工作
的全过程、各环节，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理念，
将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确保每起案件做到
政治效果、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要坚持把公平正义当成人生的不懈追
求，用忠诚品格和责任担当不断践行为民司
法的理念。”
“80 后”员额法官王冰说，奋斗是
抵达目标的路径，
是梦想成真的桥梁，
回顾党
的百年奋斗历程，必定能为我们以后的奋斗
之路汲取新的力量。作为一名法官，要牢固
树立人民至上的理念，始终把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司法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
法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法官助理夏晗说：
“年轻的法院人是党和国
家法治事业的生力军，
要始终保持越是艰险越
向前的英雄气概，
敢于接
‘烫山芋’
，
敢于啃
‘硬
骨头’
，
在艰难险阻中增长知识，
提高本领，尽快
从‘初生牛犊’
成长为
‘千里良驹’。”

以案说法

担保人承担责任后
能否向其他担保人追偿
基本案情
2016年9月23日，
某矿山机械厂与银行签订贷款合同，
向银行借款300万元，
某建材装饰公司、
某建设机械公司分别
与银行签订保证合同，
杨某安、
张某克、
赵某远、
杨某增、
王某
香、
张某月、
薛某明、
赵某华、
杨某霞、
薛某杰、
牟某琳分别向银
行出具《个人保证书》，
为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后银行将借款人及担保人全部诉至法院，要求偿还
借款及利息，最终法院判决某矿山机械厂偿还银行借款
300 万元及利息，上述担保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判决
生效后，银行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赵某远于
2021 年 1 月 4 日之后陆续履行执行款共计 65 万元。
赵某远向法院起诉，要求某矿山机械厂偿还 65 万
元，杨某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张某月、薛某明、薛某杰、
牟某琳在连带保证责任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除当事人
另有约定外，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债务人
追偿。赵某远已承担部分保证责任 65 万元，有权向某
矿山机械厂追偿。该机械厂系个人独资企业，其资产不
足以清偿债务时，出资人杨某安应当承担无限责任。同
时，担保人之间未约定相互追偿，也未约定承担连带共
同担保，自然人担保人系分别向银行出具个人保证书提
供担保，赵某远不享有向其他担保人的追偿权。遂判决
由某矿山机械厂和杨某安承担偿还责任，驳回了原告的
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也维持了一审判决。

法理分析
图说新闻

11 月 16 日上午，郏县人民法院中心法庭
庭长王先芬（右）和法官助理李之楷（中）到河
南广通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走访，面对面
解决企业和职工法律需求。据了解，今年以
来，该院已走访企业 250 余家次，解决法律诉
求 150 余个，
完善修正合同文本近 300 份。
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张鸿雨
摄影报道

赵某远履行担保义务的事实发生在2021年1月4日之
后，
应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
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中规定了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第三人
提供担保时担保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其他担保人追偿的情
形，
即
“担保人之间约定相互追偿及分担份额”
和
“担保人之
间未对相互追偿作出约定且未约定承担连带共同担保，
但
是各担保人在同一份合同书上签字、
盖章或者按指印”
。除
这两款外，
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请求其他担保人分担
向债务人不能追偿部分的，
法院均不予支持。
本案中，担保人之间未约定相互追偿，也未约定承
担连带共同担保，且自然人担保人并非在同一份合同书
上签字、盖章或者按指印，故赵某远不享有向案涉其他
担保人的追偿权。 （许昌市建安区法院 罗亚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