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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工作根基在人民、 力量在人
民， 人民法院的每一项工作都与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做好人民法院工作，必
须树立群众观点，增进群众感情，坚持群众
立场，贯彻群众路线。我们要按照最高人民
法院的统一部署，紧密联系福建法院实际，

在全体法院干警中持续深入开展群众观点
大教育、大讨论，不断增进对人民群众的深
厚感情， 更加自觉地把对人民群众的感情
渗透到各项工作中，体现在具体行动上。

一要深怀群众感情， 增强做好人民法
院工作的责任感。责任源于感情，责任重于
泰山。 人民法院既是审判机关又是群众工
作部门， 人民法官既是司法工作者又是群
众工作者。法院工作做得好不好，最终取决
于我们对人民群众的感情真不真、深不深。

近年来，福建法院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法
为民理念， 注重加强对广大干警人民法院
人民性和司法核心价值观教育， 增进了对

人民群众的感情， 拉近了与人民群众的距
离。要继续通过开展“发扬传统、坚定信念、

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切实解决好
“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以及“权从何来、

为谁执法、靠谁执法、怎样执法”的根本问
题，从内心深处打牢司法为民的思想根基，

把坚定的理想信念、 深厚的群众感情转化
为做好法院工作的强烈责任感使命感，做
到党的光荣传统不能忘、不能丢，党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不能变、不能废，永葆法院
队伍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
律的政治本色。

二要深怀群众感情， 激发公正廉洁为
民司法的内动力。 人民群众是党的智慧和
力量的源泉， 人民群众的呼声需求是我们
改进工作的第一信号。 福建法院始终坚持
把群众满意作为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 积极回应群众的关切期待， 深入开展
司法大走访活动， 扎实推进诉讼服务中心
建设、 “

12368

” 司法信息公益服务平台
建设等工作， 认真落实各项改革任务， 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当前， 要紧紧围绕人民
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 更加自觉地从人民
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 从人民群众不满意
的问题改起， 使人民群众的呼声、 希望和
要求都能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体现和回
应， 在满足群众所想所需所盼中保持社会
主义司法制度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尤其要
积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
后的新形势新任务， 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
对司法公正、 高效的需求， 着力优化司法
职权配置， 推进司法公开透明， 规范审判
执行行为， 加强审判、 执行工作各环节的
相互衔接与监督制约； 着眼于满足人民群
众对司法便民、 利民的需求， 充分尊重诉
讼当事人的主体地位， 加强诉讼引导， 加

大司法救助力度， 积极探索创新司法方
式， 把司法推进到社区中、 深入到乡村
去、 引导到学校里、 延伸到海岛上， 努力
以人民群众看得见、 听得懂、 易接受的方
式享受司法服务； 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对
司法人文、 和谐的需求， 把调解作为调处
各类案件、 衡平各方利益、 化解矛盾纠纷
的优先选择， 深化全面、 全程、 全员“三
全” 调解， 推进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的
衔接配合； 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文
明、 民主的需求， 构筑起人民法院与人民
群众全方位、 多层次和更广范围的良性互
动沟通平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
民，保持人民法院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三要深怀群众感情， 提高群众工作能
力和司法水平。 对群众有感情是提高工作
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前提。 要抓住司法理念
这个根本，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自觉用群
众观点思考问题，站在群众立场执法办案，

树立权力就是责任、干部就是公仆、司法就
是服务的观念。要抓住司法能力这个重点，

不断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 使广大法
院干警在执法办案中站在群众的角度、运
用群众的语言， 以便民惠民的司法举措赢
得群众，以文明和谐的司法礼仪影响群众，

让人民群众在参与司法中信任司法、 认同
司法。 要抓住司法作风这个关键，深化“好
作风、好绩效、好形象”专项作风纪律建设，

及时把握来自群众的信息和反映， 时刻感
知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

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要抓住司法廉洁
这个底线，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完善廉
政监督员、监察员制度和巡视制度、问责制
度，严密审判、执行权运行的监督制约，确
保廉洁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形象。要抓住机
关党建这个保证， 健全完善党组抓基层党

建工作责任制， 深入开展全省法院党建工作
“三级联创”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干警先锋模范作用， 把基层
党组织建设成为群众谋利益的战斗堡垒，让
广大党员在服务群众中体现先进性。

四要深怀群众感情， 提升为大局服务为
人民司法的实效。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

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符合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事关中华民族的核
心利益。 作为司法机关， 应责无旁贷地将维
护民族的核心利益作为己任， 切实维护好两
岸同胞的共同福祉。 当前， 福建发展面临着
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特别是国家“十二
五” 规划明确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前
不久国务院又正式批准《海峡西岸经济区发
展规划》， 进一步凸显了福建在全国发展大
局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 我们要充分认
识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 深入贯彻落
实《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
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 和《海峡西岸经济区
发展规划》， 不断强化站位海西的使命感、

融入海西的责任心、 服务海西的主动性， 敢
于先行先试， 善于创新创造， 积极能动司
法， 不断细化服务措施、 深化服务作为、 增
强服务能力， 提升服务质量， 做到海西建设
发展到哪里， 人民法院的司法保障和服务措
施就跟进到哪里， 使人民法院真正成为福建
科学发展、 跨越发展和加快建设海西的重要
推进力量，让改革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于民，

努力从司法领域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实
现司法的功能与价值。

（作者系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深怀群众感情 推进法院工作

马新岚

上海盛禄食品公司“染色
馒头”被央视曝光后，上海市工
商部门当晚便开展紧急清查，

下架封存了该公司生产的馒头
1.6

万个。同时，上海市质监局
等部门当天第一时间也对该公
司开展突击调查处置， 现场封
存成品馒头

1.72

万个。国家质
检总局发言人表示， 已明确要
求严查严办，坚决打击，绝不手
软。 （

4

月
13

日《解放日报》）

“紧急清查”、 “第一时间突
击处置” 、 “坚决打击” ———在
“染色馒头” 事件被媒体公开曝光
之后， 当地以及国家相关监管部门
的行动不可谓不迅速、 态度也不可
谓不坚决。 但是这种事后“救火”

式的迅速和坚决， 无疑又让人难免
产生一种尴尬难堪滋味。 这正如一
些网友质疑的， “监管部门早干什
么去了”、 “媒体不报道， 监管部
门不知道， 事情一出吓一跳”？

网友的这些激切质疑， 也许无
不偏激偏颇之处。 但同时又不得不
承认， 质疑的背后又确乎是不乏现
实依据的。 比如， 最近闹得沸沸扬
扬的“瘦肉精” 事件， 其形同虚
设、 层层失守的监管事实， 就是一
个鲜活而惨痛的例子。 而回顾此次
央视对于“染色馒头” 的报道， 我
们同样不难发现几乎完全雷同于
“瘦肉精” 事件的监管现实。 如盛
禄公司办公室人员就曾这样告诉记
者： “一个月抽查一次， 他们来检
查， 我们就把东西拿到办公室给他
们检查， 不让他们去车间”。

监管人员甚至连生产车间都未
进入， 便完成了对“染色馒头” 的
“监管”。 如此形同虚设的“监管”

下， 每天高达
3

万个的不合格“染
色馒头” 大肆招摇过市， 当然不足
为奇。 而这样的“监管” 现实， 无
疑也清楚地表明， 当地监管部门确

实存在严重的渎职嫌疑， 涉嫌玩忽职
守犯罪。 依据刑法， 玩忽职守罪是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

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 致使公
共财产、 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
失的行为”。 而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
规定》， 玩忽职守“造成个人财产直
接经济损失

10

万元以上， 或者间接经
济损失

50

万元以上的”， 或者“严重
损害国家声誉， 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
响的”， 即可立案查处。

“染色馒头” 每天上市多达
3

万
个， 且已“卖了几年”， 其所造成的
经济损失， 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

显然都早已超过上述立案标准。 更不
用说， “染色馒头” 对消费者造成的
健康危害以及其带来的恶劣社会影
响， 又远不是简单的“经济损失” 就
能计算衡量的。

针对“瘦肉精”事件，最高人民检察
院日前专门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各级检
察机关立即排查一批危害食品安全犯
罪案件和相关职务犯罪案件的线索，立
案侦查一批与食品安全有关的贪污贿
赂、失职渎职的职务犯罪案件”。

此次“染色馒头”事件，显然正是
上述“排查一批”、“立案侦查一批”的
一个很好的契机。 这也就是说， 面对
“染色馒头”， 目前我们不能只由着监
管部门自说自话地“紧急清查”、“突击
处置”，相关反渎职司法部门也要尽快
启动针对这些监管部门自身的， 有关
渎职犯罪的“紧急清查”、“突击处置”。

据悉， “染色馒头” 事件发生
后， 上海市市长韩正已明确要求，

“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 彻查此案，

每个环节都必须查实， 依法严惩， 严
肃问责”。 这里的“每个环节”， 除了
生产、 流通环节， 显然还包括“染色
馒头” 的监管环节。 无疑， 只有所有
这些环节都查实了， 该事件才可能算
得上“彻查”， 也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严肃问责”， 并据此尽可能地挽回
“染色馒头” 对食品安全造成的“恶
劣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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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馒头” 应尽快启动渎职调查
张贵峰

近期，河南省郑州市多家大型超
市因为没有在全部商品上贴价格标
签（货架标价，但商品上未贴签）而收
到罚单。 对此，这些超市联合上书发
改委，请求不必贴价格标签。 理由是，

如果在每件商品上都贴价格标签，在
不改变企业利润情况下均摊成本，每
件商品平均将涨价

0.18

元。

这些大型超市为何要集体上
书？ 难道郑州市物价部门处罚违法
了吗？

2000

年国家计委《关于商品
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 第十
四条规定：“开架柜台、自动售货机、

自选市场等采取自选方式售货的，

经营者应当使用打码机在商品或其
包装上胶粘价格标签， 并应分品种
在商品陈列柜处按第十三条规定明
码标价。 ”显然，郑州市物价部门的
处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并
无不当。

企业考虑成本和效益没有错，但
商品不标价格标签，就是剥夺消费者
的知情权，没有知情权，何来的监督
权？ 至于说“全国多数地方大型超市，

都没有在商品包装上打上价格标
签”。 这只能说明，别的地方没有严格
执法，或者说其他超市在违法，岂能

拿别人的违法替自己的违法辩解？

从以上角度看，超市联名上书“逼
宫”的意图非常明显，意在逼国家发改
委更改法规， 让不贴标签的行为合法
化，以牟取一己之私利。

不过，超市联名上书发改委，从另
一个角度也表明， 相关监管存在明显
失职。 商品未贴标签不是一天两天的
事，这次若不是“职业打假人”揭了盖，

潜规则还将继续下去， 继续无视明规
则的权威性。从这点看，多家超市的联
名上书， 也是对工商等监管部门日常
监管不力的申诉。 假如贴标法规出台
当初，有关监管部门就严格执法，不让
商家沾染上不守规矩的坏习惯， 何以
发展到今天如此尴尬的境地？

在这方面， 新加坡的做法值得我
们学习。 在新加坡

,

一只上架销售的
手提包

,

因未明码标价而被处以
52000

新加坡元罚款， 折合成人民币
,

相当
于

26

万元。 这样巨额的罚款
,

严厉得
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 新加坡人
诚信守法的好习惯就这样被“罚” 出
来了。 看来， 超市联名上书“逼宫”

虽然无理霸道， 但也逼出了一条真
理———诚信守法的好习惯也是靠日常
严格监管出来的。

诚信守法来自严格监管
杨立波

人民法院报
２０11

年
4

月
16

日（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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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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
申请人北京恒达瑞兴印刷技术开发中心因丧失转账支票

一张，于
2011

年
4

月
13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丧失时间为

2011

年
3

月
15

日，票
据记载：票面号码为

00116758

，金额为
26352

元，出票人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蓝天出版社。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双良锅炉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

签发日期为
2011

年
4

月
8

日，票号为
20013237

，出票人为中节能
环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申请人，票面金额为

2 273 850

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泰安泰山华鲁化工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付款
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巴南支行；收款人：重庆蔚山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汇票号码：

OA/01 05703723

；票面金额：

100000.00

元）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
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请权利，届时如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众意纸业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厦门市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票据号码为

GA/01

04421292

、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11

月
5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1

年
5

月
5

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648549.6

元，出票人为厦门鑫
程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的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的规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福建
]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波筑信贸易有限公司因编号为

EA/01 01873750

、出
票日期为

2011

年
1

月
26

日， 到期日期为
2011

年
7

月
26

日、票
面金额为

300000

元、出票人为晋江国盛鞋材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湖南嘉运工贸有限公司、付款行为鲤城建行的该份银行承兑汇票
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福建
]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阳县广大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因所持的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号为
GA/01 001180192

、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11

月
23

日，汇票到期日
2011

年
5

月
22

日，出票人沙钢集团安阳永
兴钢铁有限公司、付款行广发安阳营业部，汇票金额为人民币
70000

元，收款人河南豫龙焦化有限公司）遗失，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河南
]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钱晓翔、 吴长安遗失湖北午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年
5

月
15

日核发的股票， 股票号码为：

NO

：

0001281

、

0001282

、

0001283

、

0001284

、

0000847

、

0000848

、

0000849

（以上
股票持票人为钱哓翔）、

0001167

、

0001168

、

0001169

、

0001170

、

0001171

、

0001172

、

0002851

（以上股票持票人为吴长安），票面
金额均为

1000

元，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96

条之规定，现予公告。 自
公告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没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股票无效。 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股票权利的行为无效。

[

湖北
]

安陆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北省东光县立飞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因其所持银行

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
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

GA/01 06158627

，票面金额
31632.06

元，出票日期
2011

年
1

月
17

日，出票人苏州市吴中区和平实业

有限公司，收款人台州市黄岩台源塑模有限公司，出票行苏州银
行胥口支行，汇票到期日

2011

年
7

月
17

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
EA/01 02004315

，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
人吴江市新春纺织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 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吴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阴摩尔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

GA/01 01852353

，票面金额
100000

元，

出票人为申请人，收款人苏江阴友邦聚氨酯有限公司，出票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江阴澄东支行。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江阴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佛山市南海特米尔塑粉厂因其所持中国农业银行常

州市武进支行营业部出票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

CA/01

03331704

，票面金额
30000

元，出票人常州市卓润机械铸造厂，

收款人常州永裕和物资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为申请人。 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市飞石模塑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
票据记载：票号

EA/01 01861810

，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人
江苏水汪汪眼睛护理产品有限公司，收款人江苏埃菲尔钢结构
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出票
日期

2011

年
1

月
27

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

江苏
]

丹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明江阀业有限公司因在中国银行南通海安支行

江海路支行办理的银行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

00038002

，出票人为申
请人，收款人新疆经纬招标有限责任公司，票面金额叁万元。 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海安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涡阳县老子商苑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
票据记载：票号

CA/01 02785424

，出票金额人民币
50000

元，出
票人徐州亿恒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出票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徐州行，持票人涡阳县老子商苑有限责任公司。 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包头神六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因不慎将包商银行鑫

源支行签发的一张转账支票遗失，票号为
00941307

、票面金额
为

545000

元，出票人为申请人。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

内蒙古
]

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哈药集团制药总厂因银行承兑汇票一张遗失，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
载：票据号码为

3130005100220052

、出票人为通辽东方利群药

品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包商银行通辽分行营业部、 票据金额
59

，

778.00

元， 收款人哈药集团制药总厂。 为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内蒙古
]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因所持银行承兑汇票（票

号：

3090005102357833

，出票日期：

2011

年
3

月
11

日，出票金额：

102150

元整，收款人；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票人：四川
科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付款行： 兴业银行成都新华大道支行）遗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四川
]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津市宜可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所持上海银行成

都分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
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号码为

GA/01 05950790

，金额为
37691

元，付款人为四川科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四川
泰华堂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

月
19

日，

付款日期为
2011

年
7

月
19

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

四川
]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省桐柏山蓝晶石矿业有限公司因遗失商业承兑汇

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
据记载：汇票号码为

03573646

，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11

月
16

日，付
款人及出票人为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为中国
工商银行乌鲁木齐市钢城支行， 收款人为富蕴蒙库铁矿有限责任公
司，出票金额为

100000

元，汇票到期日为
2011

年
5

月
1

日，背书人
为富蕴蒙库铁矿有限责任公司、富蕴美华矿业有限公司、新疆新冶华
美科技有限公司、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河南省耕生耐火
材料有限公司，持票人为河南省桐柏山蓝晶石矿业有限公司。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新疆
]

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

上接第一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自
2006

年以来的生效裁判文书， 也已全部上
传。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隆重面世
全景立体展现人民法院司法保护成就

在知识产权司法公开活动中， 最高人
民法院

2010

年
4

月
20

日首度以白皮书形式
发布的《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
（

2009

年）（中英文）》，其重要性非常突出。

《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
（

2009

年）（中英文）》（中英文本， 中文本约
1.4

万字，英文本近
9000

字）全面回顾总结
了人民法院

2009

年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
作， 同时对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的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工作也进行了简要介绍， 充分展
示了我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所取得的
成就， 彰显了我国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
决心和信心。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首度以年度保护状
况的形式向国内外全面公开介绍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情况， 是人民法院进一
步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加强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 是人民法
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也是
人民法院该年度的工作亮点之一。

据悉， 最高人民法院今后每年都将以
中英文本形式向国内外发布我国法院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状况， 全面介绍上一年度我
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总体状况，努
力使其成为全面展示我国法院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成就的重要形式， 成为指导我国法
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重要载体，成
为国内外了解我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工作的重要途径。

实践显示，制度化、规范化地发布中国
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 对于人民法
院探索和尝试创新审判指导方式， 总结审
判经验，加强审判监督和指导，完善和统一
法律适用标准， 加快司法民主和司法公开

制度建设，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自觉接受各
方面监督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悉，《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
（

2010

年）》不日即将公布。

及时发布披露重大案件典型案例
彰显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信心
从
2007

年开始， 最高人民法院每年都会
公布上一年度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
大案件。 十大案件经各级法院层层筛选和推
荐产生， 不仅明确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法律
适用疑难问题，更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从
2009

年开始， 最高人民法院每年都要
公布上一年度

50

件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基本
上都是重大、疑难、复杂和新类型案件。

此外，在
2008

年
11

月开展的全国法院“司
法护权、激励创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月活动
期间，最高人民法院还公布了

100

件全国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这些案件是改革开
放
30

年来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不断提
高的缩影， 也是人民法院不断强化知识产权
审判职能、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
增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能力的集中体现。

实践证明，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上述重
大案件和典型案例，涉及类型广，代表性强，

充分体现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趋势， 具有
很强的指导意义和警示作用， 同时也向国际
国内社会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强化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优化科技创新环境、规范市场经济秩
序、促进社会和谐的坚定决心。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引下， 地方各级人
民法院的类似活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今年
2

月
28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
了
2010

年度十大知识产权案例， 这是该院自
2002

年以来连续九年发布年度知产诉讼案
例。

2010

年
4

月
21

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向
媒体通报了重庆法院

2009

年知识产权审判十
大精品案例， 大力彰显司法能动保护知识产
权的作用。

2010

年
4

月
21

日，辽宁省沈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公布了“

2009

年知识产权十大典

型案例”，这也是该院连续第三年向社会公布
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2010

年
4

月，山东省济南
市中级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了该院

2009

年审
理生效的十件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大、案情疑
难复杂的案件。

定期发布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
明确裁判标准加强审判监督指导
知识产权司法公开活动中， 最高人民法

院从
2009

年开始发布的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
告，非常引人瞩目。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先后发布《最高
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

2008

）》和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
（

2009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
报告（

2010

）》不日也将面世。

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
告（

2009

）》为例，该报告汇集了从最高人民法
院
2009

年审结的已有最终结论性意见的案件
中精选出来的

37

件典型案例， 涉及
44

个典型
法律适用问题。

现在， 每年定期发布知识产权案件年度
报告，已经成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项常态化、

制度化工作。 这项工作既是最高人民法院统
一法律适用标准、 指导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
判工作的重要方式，也是推进司法公开、自觉
接受监督、树立司法权威的重大举措；既是对
最高人民法院当年审判经验的回顾和总结，

也是为将来制定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积累资
源； 既能全面展示知识产权法官们的司法智
慧， 也能充分诠释知识产权法官们为公正司
法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既是指导我国知识产
权审判工作的重要载体， 也是社会公众了解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重要窗
口。

据悉， 知识产权年度报告的发布受到社
会的普遍关注和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审判
实践中，为了支持自己的诉求，一些当事人经
常在法庭上引用年度报告中的法理分析和案
件判决。

网络直播现场旁听适时发布新闻
加深公众对知产司法的感性认识
除了大力推进裁判文书上网、 及时向社

会公众发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 典型案
例和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等活动以外，全
国各级法院还积极开展案件审理网络直播，

精心举办人民法院“开放日”，适时召开新闻
发布会，深入企业座谈走访，知识产权司法公
开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范围广泛。

2008

年
11

月
14

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歌星
孙楠告江西音像出版社侵犯表演者权纠纷案
的庭审过程进行了网络直播。 这是我国最高
司法机关首次对庭审过程进行网络直播。

实践中， 地方各级法院也普遍开展了网
络直播知识产权庭审过程的活动。 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日前要求全省法院全力推进庭审
网络视频直播工作， 全省三级法院今年年底
前网络视频直播庭审案件不少于

1000

件。

2009

年
7

月
30

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首次视
频直播了一起涉外计算机网络域名纠纷案件
的庭审实况， 标志着辽宁法院知识产权司法
公开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2010

年
4

月的知
识产权保护宣传周中， 上海法院网络直播了
多起知识产权案件庭审。 北京法院自

2003

年
开设“网上法庭”、

2009

年开通全国首家以庭
审直播为主要内容的直播网站以来， 目前已
直播包括知识产权案件在内的各类庭审

2543

场。

同时，全国各级法院结合“开放日”活动，

精心筹办司法公开活动。 在最高人民法院
“

2010

年公众开放日” 活动中，

60

多名来自社
会各界的公众代表现场旁听了一起知识产权
案件的庭审， 进而对知识产权审判活动有了
更加感性和深入的了解。

另外， 全国各级法院还通过适时召开新
闻发布会、深入企业座谈走访等形式，积极开
展知识产权司法公开活动， 不断营造有利于
创新发展的社会氛围， 努力激发社会创新活
力， 强化建设创新型国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