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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特权车牌， 先破特权思维

刘凯玲

治理官员醉驾需破土除根

□

杨红兵

还有多少公车私驾乐逍遥？

□

胡艺

法治快评

荥荥

家庭暴力： 公权力岂能置之度外

陈敏
北京董珊珊婚后多次被丈夫殴打致

伤，八次报警均未得到有效救助。警察未予
介入的理由是“现在还是夫妻，不好管”。求
助无门的董珊珊终于在不久后被丈夫殴打
致死。 （《北京晚报》

2010

年
11

月
23

日）此
案借“国际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十六日行
动”之机，经媒体报道，舆论哗然。关注家庭
暴力的各界人士再次呼吁公权力应当介入
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在我国成为被法律禁止的行
为，是在

2001

年，但受害人权利至今未完
全从纸上走进现实。相关部门担心：家庭暴
力发生在家庭内部，属于家庭纠纷，公权力
介入恐侵犯当事人隐私权， 同时可能破坏
夫妻感情，导致家庭解体。

然而，上述担心并不合理。

查阅《新华字典》，我们可以发现，“纠
纷”是指争执的事情，而“争执”是指双方因
为某件事各执己见，争论不休，不肯相让。

其特点是纠纷双方地位平等，谁也不惧谁，

双方动口不动手。暴力则永远是一方（通常
是强势方）采取的迫使另一方（通常是弱势

方）服从的控制手段，其特点是双方关系不
平等， 弱势方慑于强势方的暴力威胁而被
迫屈服。纠纷和暴力没有共同点。家庭暴力
和家庭纠纷，虽然都发生在家庭成员间，但
在法理上，某种行为是否违法

,

是否构成犯
罪
,

是由该行为的性质决定
,

而不是由加害
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关系决定，因此，家庭暴
力不是家庭纠纷，两者存在本质的不同，不
能画等号。

我国多部法律和政策关于家庭暴力都
有禁止性规定， 家庭暴力是我国法律明文
禁止的行为，因此，家庭暴力当然也不属于
隐私的范畴。 如此，对于公权力来说，在履
行干预家庭暴力义务时， 不会侵犯公民隐
私权的可能性。

公权力介入家庭暴力， 到底会否破坏
夫妻关系，导致家庭解体？让我们试着从逻
辑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来予以说明。

首先，要从逻辑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得
确定家庭暴力对夫妻关系来说，是积极的促
进因素，还是消极的破坏因素。我们假设家庭
暴力是一个增进夫妻感情的促进因素，其逻

辑关系如下：打是亲骂是爱；家庭暴力是夫妻
间的打骂行为；所以，家庭暴力是爱的表现；

制止家庭暴力破坏夫妻感情，导致婚姻破裂；

因此，公权不应当干预家庭暴力。

不言而喻，上述推论的前提为假，其结
论自然也为假，站不住脚。

我们再假设家庭暴力是一个破坏夫妻
感情的消极因素，其逻辑关系如下：婚姻关
系是以平等互爱和尊重为基础的； 以控制
弱势方为目的的家庭暴力破坏婚姻的基
础，导致婚姻破裂；因此，公权力应当干预
家庭暴力。上述推论，以法律和生活经验为
依据，前提为真，结论也为真。

其次，从司法实践来说，中国应用法学
研究所自

2008

年起在全国开展《涉家庭暴
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试点工作以来发现：

家庭暴力破坏夫妻关系， 而公权力有效介
入则可以使婚姻得以维持。据该所

2007

至
2008

年对不同省市的
7

个基层法院的阅
卷调研发现， 涉家庭暴力的离婚案件的数
量占这些被阅卷法院当年受理全部离婚案
件的

36%

至
62%

。 在这些案件中，

99%

的受

害人从未报过警。这些当事人起诉离婚，是
因为受害方不堪家庭暴力虐待。 另据不完
全统计，迄今为止，在全国各试点法院在审
理涉家庭暴力离婚案件时发出的

100

多份
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中， 大多数被申请人自
动履行了法院的生效裁定， 停止了暴力行
为。受害人在家庭中有了安全感，多数撤回
了离婚诉讼。 各试点法院对这类案件的回
访发现，被申请人慑于公权力的权威，基本
上都停止了暴力行为。部分当事人反映，暴
力停止后，夫妻关系得到改善。

董珊珊求助无门被家暴致死案再次告
诉我们：公权力强力介入，可以有效制止家庭
暴力，保护受害人的人身权利，预防家庭暴力
案件民转刑，从而促进家庭和社会和谐。

(

作者系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研究
员
)

编者按： 据报道，

12

月
5

日晚， 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邮政局长谷青阳酒后驾公车连续撞倒
5

名青少年， 当场撞死
3

人， 另
2

人送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事后， 谷青阳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被逮捕。

5

名死者的家属在赔偿协议上签了字， 每位死者将得到
23

万元的赔偿。 河南省公
安厅作出决定， 在全省范围内对公务人员、 公职人员酒后驾车从严查处。

一石激起千层浪。 该案的发生再次引起公众和媒体对公车私驾问题的广泛关注与热议： 有的反
思公车私驾的危害， 剖析事故发生的原因； 有的指责监管部门监管缺位或不力， 建议有关职能部门
功夫用在平时； 有的则从事故善后处理过程中窥探出有关方面表现出的真诚、 善良、 合作和宽容。

今天， 本版从来稿中选取几篇， 予以刊发。

官员私驾公车是一个无法
绕去的话题。湖北当阳女市长范
晓岚公车私驾撞死儿童，四川兴
文规划和建设局党委书记罗男
私驾公车造成

4

死
1

伤， 云南临
沧市副市长和彦辉私驾公车造成
一家三口死亡……官员私驾公车
草菅人命的例子不胜枚举。

以湖北当阳为例， 该市女市长范晓
岚私驾公车撞死儿童以后，宜昌、当阳两
级市委市政府就明令禁止领导干部驾
车。 结果当阳市政协副主席方家平重蹈
覆辙，私驾公车肇事。 如此看来，相关禁
令只是纸上谈兵，根本没有发挥作用。

中纪委曾通报要求，“对领导干部私
驾公车发生交通事故的， 要从严追究其
纪律责任， 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
其刑事责任， 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的，由个人承担所有费用。凡因管理不力
造成本单位发生私驾公车被查处或者发
生重大交通事故、 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
伤亡的，除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外，还要严

肃追究单位主要领导的责任。 ”洛宁县邮
政局长谷青阳酒后驾车夺去五条人命，如
何查处、问责，我们拭目以待。

事实上，不少地方都制定了严禁公车
私用的规定。 比如，节假日封存公车，给公
车设立颜色标志，公车夜间召回，等等，但
是，公车私用为何屡禁不止、相关禁令形同
虚设呢？ 在我看来，官员官本位思想作怪，

炫耀、享受情结是公车泛滥、公车私用的重
要原因。 谷青阳酒后驾车夺命，被依法逮
捕，那是咎由自取，但是，还有多少官员因
为没有酿成恶性交通事故， 仍在私驾公车
逍遥快活呢？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近几年， 已发生多起官员醉驾致多
人死亡的事件： 譬如

2009

年
7

月
16

日，

郑州市中原区执法局法制科科长傅醉
驾一辆白色面包车， 在郑州市秦岭路上
连撞

11

人， 造成
2

死
4

伤；

2008

年
7

月
13

日， 湖北潜江市人民检察院张金
检察室原主任严冬， 酒后驾驶警车时，

将因交通事故等待救治的妇女沈某拖行
致死……

纵析这些血案， 有几个共同特征： 一
是肇事官员都掌控一方或一部门大权， 权
力思想让他们很自信， 酒席之上一杯不

少， 特权往往成了他们被通融、 被
区别对待的资本， 这为日后醉驾肇
事埋下隐患； 二是肇事车辆大都为
公车， 耗费财政的公车不仅成了腐
败的工具， 而且是杀人的凶器； 三
是肇事之因均源于醉酒， 这酒都是
为公事而喝， 俨然不醉工作就不到
位， 不醉工作就无法开展。

谷青阳被拘捕了， 等待他的是沸腾的
民意问责和苛严的法律制裁。 但如果滋生
官员醉驾的土壤不铲除， 那么危及公共安
全的“虎患” 就难消弭。 那么， 何以铲除
官员醉驾的土壤呢？ 首先取消特权车， 严
格限制公车数量和公车使用管理， 管严财
政支出的袋子， 严格审批、 预算， 建立开
放式的民主财政制度。 其次管严醉驾行
为， 不给权力开绿灯， 醉驾面前一视同
仁， 坚决杜绝以权谋私、 权大于法的现
象， 甚至可对醉驾官员罪加一等。

（作者单位：江苏如东马塘中学）

这是一份带血的考卷

“严查令” 应成社会常态

多么美好的豆蔻年华就这样顷刻间
被夺走，怎能不让人感到惋惜和愤慨？ 然
而更让人失望的是，每当出现重大安全事
故时，各地如出一辙的“严查令”势必会粉
墨登场。 公众的视线随之被转移，久而久
之也就淡然处之，待日后某地再出现安全
事故时，“严查令”经过“修饰”一番将再度
上演。 比如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各地纷
纷加大对食品的检查力度；比如火灾发生
后，各地纷纷效仿加强消防演练、排查隐
患；比如交通事故发生酿成惨祸后，各地开
始严查各种违章行为……

当血的教训换来一道道“严查令”时，

我们只能说这样的行为恰恰证明某些部
门的无能或失职。 安全事故发生后出台
“严查令”，用一句老百姓常说的话来形容

无异于“马后炮”。诚然，“严查令”也并非一无
是处，至少在事故发生后的某段时间里能起
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但是往往持续不了多长
时间，等“严查风”一过，各类“严查”重归于平
静，各种安全事故又开始不时上演。如此恶性
循环年复一年，期间却让众多普通公民付出
了生命的惨重代价。

笔者认为，“严查令”首先应对相关职
能部门自身进行“严查”，查查这些部门平
时都在忙些啥，查查这些部门是如何履行
自身的职责，同时还要认真查查这些部门
的相关人员是否玩忽职守、是否行政不作
为。 其次，“严查令”绝不能以“马后炮”的
形式出现， 要时刻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只有当“严查令”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时，整
个社会公共安全系数才能得到大大提高，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才能得到更多的
保障。

（作者单位：广东清远日报社）

□

林萧 每个家庭只获得
23

万元的赔偿，这对
于一位少年的生命可以说是完全不成比例
的，但是，我们却看到了受害者家属在巨大
的失子或失女之痛面前表现的理智和冷
静，对于这种情绪的稳定，应该说完全来自
于当地领导情真意切的安慰， 睿智且很具
人性化的处理问题态度：

事发第二天， 有
4

位死者的家属提前
领到了

3

万元抚慰金。 乡领导安抚死者家
属称， 如果不信任政府， 尸体可以先不安
葬，如果对处理意见不满意，可以抬着尸体
去县委大门口闹。 乡领导的这番话是掷地
有声， 完全充满着对遇难家庭深切的感情
来做出的这份承诺， 县乡领导在这种人命
关天，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冲突事件的
紧要关头，不仅没有回避，反而真诚面对，

正是这种坦诚让受害者家属们看到了领导
们的真心和真诚。

更值得欣慰的是， 没有等到死者家属
们要求，“经过省、 市、 县公安机关连夜勘
查、走访、讯（询）问，案件事实基本查清。

12

月
7

日凌晨
2

时
30

分许，谷青阳已被洛宁
县检察院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批准逮捕。为确保案件依法、公正、严
格处理， 河南省公安厅拟指定三门峡市公
安局负责案件的进一步调查处理”。

对这期恶性事故的妥善处理， 没有引
起大的事件，当地政府确实非常可圈可点。

这让笔者想起一些地方在处理突发事件或
恶性事故中的表现， 于此相比真是大相径
庭，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官员和关系
的介入，便复杂化了，比如早前的“

70

码”，

比如不久前的“他爸是李刚”等等。

恶性的交通事故是谁都不愿意看到
的，但有关部门在处理善后事宜时，千万不
要让受害者的家庭在蒙受失去亲人的巨大
痛苦之时， 还要为肇事者能否受到应有的
惩罚而担忧和焦虑！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

朱永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交通法规面
前也应该车车平等。 除了执行紧急公
务外，即使是人民警察，非执行公务时
间也不能使用警车， 更没有违章行驶
的特权。 普通公务车凭什么挂警车车
牌？ 针对部分公务车辆不遵守交通法
规，乱用警灯、乱鸣警笛、乱闯信号灯
等个别“特权车”的交通违法现象，多
个省区市政府取消了拥有“特权”的
“

O

”牌照，将原“

O

”牌照车辆按普通
民用车辆实行交通管理， 有助于遏制
特权车、霸王车现象，体现了打破公务
车特权的权力自觉意识， 但是在打破
特权车的问题上， 仅取消车辆特权号
牌还远远不够。正如专家所言，“

O

”只
是一个符号， 重要的是彻底取消公车
特权和腐败。

事实上，包括“

O

”牌照车辆在内
的警车特权问题并非一地独有的景
观，它是一个长期受到公众质疑，又一
直得不到根本解决的普遍问题。 笔者
举个例子。据黑龙江省政法部门公布，

5

个月的时间， 哈尔滨电子眼的视野
范围就发现警车闯红灯

5900

余次，平
均每月近

1200

次。警车违章普遍的现
象由此可以窥见一斑。 一些被老百姓

称为“霸王车”的“特殊车辆”，正越来
越成为交通秩序与执法部门公信力的
破坏者。

“正人先正己”，执法者不仅要在
执法中纠正违法行为，更要以身作则，

做遵纪守法的模范。 百姓最希望看到
的就是警车做文明行车的典范。 不管
警车违章是否被公布，是否被处罚，百
姓看到大街上警车公然“示范”交通违
章行为， 都会产生警车就是特权车的
印象。 对执法部门产生不信任心理。

更为重要的是， 特权车除了特殊
车牌的优越感以外，实际上也是一种特
权思想在作怪，这才是特权车存在的深
层次原因。 不仅警车有违章的特权，其
他公权部门车辆也不例外。 据扬子晚报
报道， 徐州市云龙区机关单位发布通
知，该区各单位公务车及区工作人员私
人车辆年审时，如遇到有电子警察违章
记录的， 该机关可以帮助协调交警部
门，予以免除驾驶证扣分。 徐州市云龙
区各机关单位的公务车与公务员私家
车不可能都挂着警车车牌吧。 人家照样
有办法协调交警部门免除驾驶证扣
分。 如此交通特权比警车号牌泛滥更
可怕。 屡屡曝光的官员私驾公车撞死
无辜行人更是把公权“私奔”呈放大状
态显示在公众面前，令人痛心不已。

因此， 解决特权车问题的关键并
不在于取消特殊车牌，而在于严格执
法，取消人的特权。 从思想作风上正
本清源，打破权力者的特权魔咒。 制
定刚性监管机制，给特权人物戴上制
度金箍， 通过严格执行制度念“咒
语”，铲除公务人员的特权思想，遏制
公权“私奔”，树立良好的公务车形象，

更为关键。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从福建屏南、 海南三亚为干部子
女“量身定做”的招聘，到温州市龙湾
区、 鄂尔多斯东胜区公然为干部子女
进入公务员队伍大开绿灯，连日来，关
于“权力世袭”的话题，大有一浪盖过
一浪的趋势。 不错，公众能够理解，干
部子女只要条件符合， 当然可以报考
公务员；受家庭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干
部子女进入公务员队伍， 确实有着这
样那样的优势； 只要严格确保了程序
的公正公平， 干部子女完全能够和他
们的父辈一样走上从政之路。但是，这
些“理解”，都不是干部子女可以通过
交叉安排、提前内定、考试作弊、公示
巧合、 人才引进等种种作弊手法登堂
入室“特权特办”的理由。

和财产世袭不同，权力世袭从社会
肌体上破坏着诸如就业公平、 法制现
状、官场生态等。 当越来越多的人在悲
叹“狠爹不成刚

(

李刚
)

”，傍款傍权的“傍
傍族”便应运而生，底层民众上升的通
道注定愈发变得狭窄。 正是在这种境遇

下，民众对权力世袭的指责、讨伐与鞭
策，才如此充满了愤懑并不知疲倦。 报
道说：限制官员权力，调整公务员群体
的强势地位才是解决层出不穷的“招录
黑幕”的治本之策。 问题是，这两个大方
面的改革，绝非一蹴而就便能完成。 所
以，用高考选拔模式的透明、严格、公正，

全面“注入”到公考方面，应被考虑。

今年
4

月
25

日， 全国
13

个省
(

市、自治区
)

公务员考试首度实行“联
考”，考试时间统一，考试题目均由国
家公务员主管部门统一命题。对此，我
们自然期望，公务员考试的“联考”，应
该扩大到全国范围。 全国联考统一组
织，统一命题，严格考试纪律，严密改
卷及报名程序， 异地考官面试……如
此做法，目的只有一个：像确保高考公
平一样，确保公考的公正公平。

吁求如此做法，表面上看，似乎有
些极端。 问题是，如果不这么做，正如
我们看到的那样， 出现辽宁本溪干部
任命时“回避制度”就被架空的事，并
不鲜见。而像浙江嘉兴一样，在选拔干
部时公开配偶、父母、子女等家庭成员
的社会身份的做法， 更不可能被大面
积效仿。 所以说，在限制官员权力、调
整公务员群体强势地位两个方面的工
作尚未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之前， 套用
高考选拔透明、 严格、 公正的先进经
验，运用于国考和公务员全国“联考”，

是为必须。 待到两个方面的工作取得
阶段性进步之后， 再赋予公务员选拔
的灵活多变，并不为迟。

（作者单位： 郑州晚报社）

警惕“权力世袭”，公考可效仿高考

李记

多

维

聚

焦

本院受理栾嘉谊申请宣告冯宝春失踪一案， 经查： 冯宝春
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
望冯宝春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
仍下落不明的， 本院将依法宣告冯宝春失踪。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丽云申请宣告王若鹏死亡一案， 经查： 王若

鹏， 男，

1972

年
11

月
4

日出生， 汉族， 原住广东省汕头市澄
海区坝头南港村南港

57

巷
9

号， 原身份号码为
440521197211040436

， 系申请人王丽云丈夫， 于
2008

年
2

月
5

日凌晨在广东陆丰海域因船只遇风翻船而落水失踪， 至今下
落不明。 经有关机关证明其不可能生还， 现发出寻人公告，

希望王若鹏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裁判。

[

广东
]

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黄爱生申请宣告黄昌荣死亡一案， 经查： 黄昌

荣， 身份证号码：

452624196908152650

， 男，

1969

年
8

月
15

日出生， 壮族， 农民， 广西平果县人， 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百
色市平果县海城乡石赵村巴华屯

15

号， 于
2010

年
9

月
7

日
因意外事故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为

3

个
月。 希黄昌荣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 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黄昌荣死亡。

[

广西
]

平果县人民法院
肖淑琴：本院受理赵景波申请宣告肖淑琴死亡一案，经查：

被申请人肖淑琴于
2004

年
5

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 现发出
寻人公告。 公告期为一年。 希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
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黑龙江
]

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林玉敏申请宣告石远洋死亡一案，经查：石远洋，男，

1988

年
6

月
21

日出生， 汉族， 住临颍县城关镇岗石村
74

号，于
2006

年
8

月
29

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

1

年。希望石远洋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河南
]

临颍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宋晚娥申请宣告罗银和死亡一案，经查，罗银和，

男，

1962

年
6

月
24

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隆回县人，原住隆回县
石门乡为公村

9

组
8

号，于
2008

年
8

月
16

日起下落不明。 现
发出寻人公告，希罗银和本人或知其下落的人自即日起与本院
联系。 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

湖南
]

隆回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三女申请宣告李红辉失踪一案， 经查， 李红辉，

男，

1963

年
9

月
18

日出生， 汉族， 农民， 原住湖南省嘉禾县田心
乡玉洞村八组

414

号， 于
2007

年
7

月
10

日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
人公告， 希李红辉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
系。 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

湖南
]

嘉禾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胡梅芳申请宣告赖永林死亡一案，经查：赖永林，

男，

1970

年
4

月
12

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崇义县人，原住江西省
崇义县铅厂镇关刀村昌前组

23

号， 于
2004

年
10

月离家外出
后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赖永林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

1

年，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裁判。

[

江西
]

崇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韩振侠申请宣告吴新芝失踪一案，经查：吴新芝，

女，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出生，身份证号：

210881194902104888

，

辽宁省盖州市人，住辽宁省盖州市九垅地镇正红旗村。 自
2007

年
3

月
5

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三个月，希望吴新芝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
本院联系（电话：

0417-7180618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
法宣告吴新芝失踪。

[

辽宁
]

盖州市人民法院
孙运国： 本院受理申请人孙崇斌申请宣告孙运国死亡一

案， 经查：孙运国，男，生于
1954

年
8

月
17

日，汉族，四川省罗
江县人。 住罗江县蟠龙镇小鞍村

5

组，于
2006

年
11

月
6

日下
午四时许与两名同事在崇州市怀远镇晴霞山铺线找点时失踪，

下落不明已满四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

公告期间为一年。 希望孙
运国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

四川
]

罗江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代光容申请宣告冯光辉死亡一案，经查：冯光辉，

男，

1992

年
1

月
19

日生，汉族，四川省长宁县人，于
2006

年
9

月离校后失踪，报案后，经多方查找，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
人公告， 冯光辉本人或知其下落的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
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决。

[

四川
]

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一明申请宣告刘利君死亡一案， 经查： 刘利

君（曾用名刘小山）， 女， 生于
1974

年
12

月
22

日， 汉族，

宜宾市翠屏区人， 原住宜宾市翠屏区交通街
139

号， 于
2002

年
8

月
26

日起， 下落不明已满
4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
期间为

1

年。 希望刘利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利害关系人与
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

四川
]

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龙会香申请宣告丁继华死亡一案， 经查： 被申请人丁

继华， 男，

1979

年
3

月
25

日出生， 独龙族， 公民身份证号：

533324197903250613

， 户籍所在地： 贡山县独龙江乡献九当村献
九当组人。

2010

年
4

月
19

日， 丁继华乘坐云
Q13385

号北京
BJ20

型货车， 因发生交通事故货车坠入独龙江中， 经有关机关证明丁继
华不可能生存， 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为三个月。 希望丁继华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人与本院联系（联系电话：

0886-

3513520

）。 公告期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

云南
]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明琮棋：本院执行的王君诉明琮棋、北京佳明瑞德科技有
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委托北京建正合生房地产评估
有限公司对你名下的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枫树家园

7

区
35

幢房
产进行评估，现已作出建合【

2010

】法字第
040

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本院予以公告送达，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
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

10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

议。 逾期未提出异议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魏小薇：本院执行的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宣武区支行诉魏

小薇抵押权纠纷一案，依法委托北京华天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
司对魏小薇名下位于大兴区半壁店乡绿菌别墅憩园

1

幢房产
进行评估，现已作出华天通【

2010

】估字
A011

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本院予以公告送达，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
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

10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
议。 逾期未提出异议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泰尔特现代管理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北京市海

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执行你单位使用童工，对你单
位罚款

90000

元一案，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准予执行裁
定。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北京市海淀区普惠出租汽车公司：本院受理的北京市海淀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执行你单位无正当理由逾期未
按要求接受询问调查、报送相关材料，对你单位罚款

19000

元
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准予执行裁定。 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刁同友、杨阿娟：李长山、刘玉山等人申请执行刁同友交通

肇事赔偿一案，安徽省濉溪县人民法院作出的（

2000

）濉刑初字
第

011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效力，但刁同友至今未
按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履行全部义务，现本院委托评估拍卖机
构对你们所有的位于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路

18

号大院
2

栋
205

室房产一套进行评估，此房产在估价时点（

2010

年
9

月
4

日）的
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020600

元， 建议拍卖底价为人民币
1020600

元。由于你们下落不明，现本院依法公告送达此评估报
告书，如有异议，可在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

并附相关证据。 逾期，本院将依法委托拍卖或变卖上述房产，所
得款项用于清偿你们在本案的债务。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

冯勇：本院受理王占胜申请执行宣化县人民法院（

2010

）宣
县商初字第

28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

2010

）宣县执字第
302

号执行通知书和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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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行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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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北
]

宣化县人民法院
无锡市杨市电镀环保设备厂；本院受理邢台市振成机械有

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厂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厂公告送
达本院（

2010

）邢执二字第
34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厂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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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铁成：本院受理案外人李增伏执行异议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

2009

）容执异字第
3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
后

10

日内，向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

河北
]

容城县人民法院
海南佳运房地产公司： 本院受理中国人民银行南县、 华

容县、 湘阴县、 汩罗市支行申请执行你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海南首立房地产估价师事
务所对你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口市桂林洋海滨旅游开发区
16928.666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司法技术鉴定报
告， 土地使用权价值为

1151.15

万元， 单位面积价格
680

元
/

平方米， 扣除土地出让金后的划拨使用权价格
690.69

万元。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如你公司对评估价值
有异议， 在本报告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提交重新评估的
申请， 并交纳评估费。 逾期本院依法处理。

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忠山、郑丽萍、瓦房店市西林农场：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于德

营、吴志兰与赵忠山、郑丽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

2010

）瓦执恢字第
188-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查封瓦房店
市西林农场所有的坐落于瓦房店市岗店办事处西林村林屯的房屋一
处（房照号为瓦农房执字第

5003419

号）。 查封期间禁止买卖、出租、

转让、抵押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定送
达后立即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
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

辽宁
]

瓦房店市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
２０10

年
12

月
13

日（总第
4832

期）

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踪踪踪踪踪踪踪踪踪踪踪踪踪踪踪、、、、

、、、

、、、

、、、

、、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亡

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执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

从这个月开始，陕“

O

”车牌
在三秦大地消失， 网友迫不及待
地在网上将陕“

O

”放进展览文物
的橱窗。 近年来全国多个省区市
政府取消了拥有“特权”的“

O

”牌
照，但不少专家认为，“

O

”只是一
个符号， 重要的是应彻底取消公
车特权和腐败。 （

12

月
8

日《兰州
晨报》）

2010

年
12

月
5

日，

2011

年
国家公务员考试如期举行。

1415138

人报名、 实际参考人数
90

万人。而在这其中，有众多考生
是干部子女。 在很多人的思维定
式中，只消一提起公务员子女，特
别是领导干部子女参加公务员招
录考试，往往会产生一些“灰色”

的联想。 （

12

月
8

日《半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