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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美国和其他一些
发达国家，也面临着食品安全问题，但是他们
加强管理，加大惩罚力度。不要怪商家唯利是
图，企业都是逐利的，关键是我们的制度和机
制，违规成本太低了，他们可以有恃无恐。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吕薇在对食品
—
—— 全
安全法执法检查报告进行分组审议中呼吁加
大惩罚力度
对规避执行的行为如不加以有效遏制，
不仅会使生效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 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而且将直接损
害司法权威和法制尊严， 催生和加剧社会诚
信危机，阻碍社会发展进步。
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在
—
—— 最
通报关于反规避执行的九起典型案例的新闻
发布会上说
观点
如何消灭特权车牌

一段时期以来, “ O” 牌车闯红灯、 压
黄线、 逆行、 乱停乱放、 超速行驶等现象屡
见不鲜,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由于个别基层单位对“O”牌的管理欠缺规
范,有些“O”牌流入到其他政府部门,甚至流入
国有企业,车牌的滥用对公安形象造成了一定
的不良影响。 “长远解决特权车问题,不光要在
形式上取缔,还要进行制度改革,要建立一个
权力制衡的体系。要像推进醉驾入刑一样,做到
没有特权,一律平等。 长此以往,特权思想才能
退出历史舞台。 ”
建明（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
—
—— 任
中心主任）

立足司法职能 做好群众工作
余茂玉

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 动旁听的群众，营造出和谐的氛围。 确实是“内行”，从而确保监督和指导的 式参与和监督司法。
“只
忠实践行“人民法官为人民”的庄
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 只有我们把群 坚持工作重心下移， 经常深入 效果能够落到实处。
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 ” 实际、 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 了解群 积极创新专门机关和群众路线相 严承诺， 以司法为民的生动实践来检
胡锦涛总书记在“ 七一” 重要讲话中 众的所思所想，拜人民为师。做好群 结合的新方式，引导人民群众有序参与 验司法工作的成效。 中国特色社会主
用最质朴的语言，阐释了我们党的群 众工作是人民法院干警的“ 基本 司法，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 义审判制度具有最彻底的人民性， 审
众路线， 讲到了人民群众的内心深 功”， 无论何时都不能丢， 而且还应 造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 判权源于人民， 人民法院由人民代表
处。 当前，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七 结合本职岗位练好这个本领， 这就 后，人民法院在推进法律实施中担负着 大会产生， 审判人员由人民代表大会
一”重要讲话，人民法院必须要将讲 需要我们走到群众之中、 走进群众 重要职责，不仅要通过严格依法办案确 及其常委会选举或任命， 因此必须要
话精神始终作为行动指南，立足司法 心中。 人民法院的大多数干警在基 保公正司法，而且还要通过公正的司法 将“人民法官为人民”的庄严承诺内化
实
做
好
新
形
势
下
的
群
众
工
作
职
能
层，大多数案件也在基层，无论是办 推进全民守法的进程，弘扬社会主义法 于心、外化于行，不断增强全心全意为
，扎
。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多 理具体案件， 还是指导下级法院开 治精神。 人民法院要履行好这些职责， 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始终坚持为人
做换位思考。 在审判工作中要设身 展工作， 都应当落实好“ 重心下移” 无论是确保公正司法，还是推进全民守 民司法， 用公正的司法“ 产品” 来服务
处地为当事人着想， 不能简单地一 的要求。在司法活动中，我们不宜把 法，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有序参与和监 人民群众。 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法
判了之，其实关键还是要多换换位， 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理解为抽象、空 督。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普通群众参与司 律知识、法治文化的普及，人民群众评
多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思考和解决问 洞的概念， 而应该将其转化为服务 法的重要途径和形式，在实践中取得了 价司法工作， 不再单一地聚焦于判决
题， 真正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群众 群众的一件件管用、有效的实事，这 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提升了司 结果，有的时候更加注重司法过程，这
观点。当事人打官司大多都是“迫不 就需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在办理 法公信力。 近些年来，各地法院在裁判 就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不
得已”，我们只有真心真意地站在老 具体案件时，多到基层去，能够通过 文书上网、民意沟通邮箱制度等方面做 仅要“问心无愧”地断案，而且还要“慢
百姓的立场上， 才能从内心理解老 群众“雪亮的眼睛”找寻更多的“真相 了一些有益探索，许多法院还尝试开展 条斯理”地向当事人讲清事实认定、法
百姓为什么要打官司、 有什么样的 碎片”， 从而弥补法庭审理活动的不 了庭审直播、司法公开日等工作，拓宽 律适用的理由和依据， 向社会公开司
期望值，从而把握时机促成调解、查 足，最大限度减少案件的“盲点”，最 了人民群众参与、 了解司法活动的渠 法的全过程。“以人为本、司法为民”是
清事实依法判决。 人民法院工作的 大限度地查清案件事实； 多到基层 道。 但在网络时代，关注案件审判的并 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性质要求依法独立公正审判， 强调 去，能够获得许多有助于化解矛盾纠 不限于少数人，更多的人则是通过网络 根本宗旨在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 是
中立裁判， 但这并不代表在案件审 纷的“土办法”，亲身感受人民群众的 在关心司法审判活动。 总的来看，各地 指引、 评价、 检验司法工作的最高标
理过程中就是消极地看诉讼双方 创造性实践，从而提升做好司法工作 的司法公开多是单向的信息“公开”，而 准。 只要常怀为民之心， 坚持公正、
电影”，很多时候，身临其“境”的 的本领，真正促进案结事了人和。 上 这在可预见的未来似乎已难以满足人 廉洁、 为民司法， 我们相信人民群众
“演
效果更佳， 特别是许多案件的当事 级法院要做好指导工作，就必须多到 民群众关注、参与司法的需求，此时确 一定会给出客观、 公允的评判。
人没有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 审判 基层去，与基层法院干警“面对面”交 有必要运用现代科技不断创新网络信 （ 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
人员积极行使诉讼指挥权予以适当 流，将反映的问题真正听进去、记下 息平台，形成司法机关与普通群众的新 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引导则显得较为必要。 许多法官都 来，只有如此，写出的调研报告才可 的互动机制， 推进虚拟社会的管理创
有这样的经历， 在法庭内外说几句 能“对症下药”，才能转化为科学的司 新，促进司法与民意的充分沟通，使人
心话”，往往都会打动当事人、感 法政策、司法解释，让下级法院感到 民群众能够通过理性、有序、正当的方
“贴

!!!!!!!!!!!!!!!!!!!!!!!!!!!!!!!!!!!!!!!!!!!!!!!!!!!!!!!"

微
义
言大

!!!!!!!!!!!!!!!!!!!!!!!!!!!!!!!!!!!!!!!!!!"

!!!!!!!!!!!!!!!!!!!!!!!!!!!!!!!!!!!!!!!!!!!!!!!!!!!!!!!"

天理国法人情统一

药家鑫被判死刑，是从法律、政治、社会三
个效果考虑的， 不是单从法律效果一个方面考
虑。 我国的司法制度应该符合自己的国情和法
律文化传统，应当把法律效果作为基本标准，把
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作为重要标准，最大限度地
做到天理、国法、人情的统一，最大限度地实现
案结事了、 定纷止争， 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纠
纷、维护和谐稳定。
洪武（陕西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
—
—— 宋
记）
反馈
“

是坏事，也是好事”

本报7 月4 日、7 日二版两天对“ 郭美美
事件”予以评论，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
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了《中国红十字会秘书
长王汝鹏答博友问》一文，以一问一答的方式
回答了网友所关心的13 个有关“ 郭美美事
件”的问题。 对于“郭美美事件”，王汝鹏称“是
坏事，也是好事”。 “坏事是由于她的炫富、她虚
构红十字会不存在的机构名称和职务， 引发了
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误解和不满， 严重损害
了红十字会的形象和声誉； 好事是使我们通过
这次事件， 看到了行业红十字会乃至整个红十
字会系统在组织建设、业务开展、资金募集、项
目运作等方面还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需要我们
引起高度重视并切实进行研究和整改”。
王汝鹏承认“郭美美事件”对中国红十字总
会和地方各级红十字会都造成了压力和影响，
并表示“真诚欢迎”公众、媒体监督，“决不袒护
和姑息”问题，“一定要查清真相，给公众一个交
代”。 但同时，王汝鹏也认为部分网友过于偏激。
王汝鹏说，红十字会是以郭美美虚构事实
为由向警方报案的。“因为她虚构了这么一个不
存在的组织名称(中国红十字商会)和职务(商会
总经理)，损害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声誉和形象”。
对于2008 年以后红十字系统不断出现
负面新闻的情况， 王汝鹏解释说， 比如“ 天价
帐篷”等负面新闻当时都已经得到澄清，但这
些已经反复澄清过的事情依然被反复拿来
作”， 令他们感到委屈和愤慨。
“炒

申请宣告失踪、死亡

法治时评 荥荥
进入 7 月， 造成 12 人死亡
的平顶山市兴东二矿“
4·22”瞒
报事故， 已经被发现超过整整一
年时间， 但关于这一事故的调查
处理结果仍未向公众公布。 国家
安监总局总工程师黄毅今天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一年多没有公
布，时间确实有点长，看来，杜绝
瞒报必须要打掉‘
保护伞’。 ”
（7 月 3 日《工人日报》）

邓清波

伞”， 更应该打掉那个老是生产“ 保护 对下级的考核， 考核的最终结果是上 一时打掉了，“保护伞”也会“春风吹又
伞”的“伞厂”，也就是导致“保护伞”层 级说了算， 并未充分经受公众、 舆 生”。
出不穷的不科学机制。
论、 民意机构等来自各方面监督约束 所以，真要打掉“保护伞”，就必须
据报道，近年来，我国频发瞒报迟 力量的检视， 仅仅只需要给上级考核 铲除“ 保护伞” 的生产土壤， 也就是种
报事故。一般而言，瞒报死亡事故背后 部门一个说法。 所以， 发生矿难事故 种体制机制漏洞。 增加政府部门和官
都可能存在“保护伞”。 据已查实的案 后， 瞒报必然是相关官员眼里最“合 员所谓“ 政绩” 考核的民意权重， 真正
件来看，都存在此类现象。一些官员怕 算” 的选择。 权力运作模式的不透 做到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考核的最
影响政绩，就会纵容瞒报。有些官员本 明， 则在于对于屡见不鲜的监管失 高标准， 那么， “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虽然黄毅还表示， 无论不法分子 身就与矿老板勾结，有利益关系，更害 灵、 官商勾结， 外部很难及时发现， 的”， 瞒报者只会更加失去群众信任，
打着多大的“ 保护伞”， 都要发现一起 怕事故曝光后丢了“乌纱帽”。 而诸如 往往要靠重大矿难的曝光才能暴露一 从而使得那些“保护伞”不敢瞒报。 增
就检查一起，核实后严肃处理，决不打 这些， 本身已经揭示了“ 保护伞” 会层 二。 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瞒报住了矿 加权力运作的透明度， 从各方面创造
折扣。 然而，“4·22”瞒报事故超过整整 出不穷、屡禁不止的机制上的原因，那 难， 则监管失灵、 官商勾结也就可以 条件充分让权力受到监督约束， 则能
一年还没有调查处理结果， 本身就表 就是不合理的“ 政绩” 考核模式， 以及 掩藏。 由于这些体制机制上的因素， 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运作过程中的灰
明这句话已经“ 打了折扣”， 在现实中 不透明的权力运作模式。
矿难背后“保护伞” 的魅影重重， 也 暗空间，使“保护伞”无处可藏。唯有如
难以落到实处。 之所以会如此， 是因 “ 政绩” 考核模式的不合理， 在于 就是必然会出现的现象， 不仅要打掉 此，“保护伞”才会越来越少。
为， 杜绝瞒报， 不仅必须要打掉“ 保护 在现有机制下， 它往往只是上级组织 已经存在的“ 保护伞” 十分困难， 就是
（作
者系公务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食品安全
法执法检查报告进行分组审议，
郑功成委员表示， 主要还是执法
不严， 执法主体形同虚设， 法律
法规没有落到实处， 结果是违法
者先富， 越违法越易富， 不顾人
命者则暴富。 （7 月 4 日 《济
南日报》）

“违法者先富” 有损社会公平正义
陶象龙

件不断出现， 刺激着消费者的敏感神 这些社会乱象， 大大影响了有关部门 员进行立体监督的完善科学体系。 把
经， 对食品消费产生一些恐慌心理。 的执法效率， 成为社会的弊病。 我们 权力晒在阳光下， 自然就少了很多腐
我们不禁要问： 这些违法食品安 知道， 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 败的土壤和温床。只有这样，才能让官
全事件是一天炼成的吗？ 尤其值得考 可是当人民的生命健康受到违法者生 员对权力产生敬畏之感， 在行使自己
问的是， 近些年来， 我国在食品安全 产的劣质食品威胁时， 这样的权力却 手中的权力时， 有一种如履薄冰的压
领域的法规越来越健全， 相关部门的 不能履行保护人民生命健康的义务， 力。毫无疑问，“违法者先富”这种畸形
食品安全， 关系千家万户。 可 执法队伍也越来越庞大， 可是一些危 是何等让人汗颜！
的社会现象，有损社会公平和正义。只
是， “ 违法者先富” 这种社会怪象， 害人们生命健康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 在笔者看来， 如何让官员用好自 有监管“ 动真格”， 才能让违法者为自
却像一个社会毒瘤， 侵蚀着我们社会 还是屡禁不止。 关于食品安全， 坊间 己手中的权力，需要社会多方“给力”。 己的违法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给我
健康的肌肤， 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 有四句话， “不打不得了， 打也打不 其一，上级部门的高效管理不可或缺。 们的社会作出反面教材的有力警示。
应该说， 郑功成委员所说的因和果， 完， 必须坚持打， 打就要真打”。 可 比如，厘清权力管理的界限和责任，尽 同时， “ 失职者下课， 渎职者入刑”
在很多社会公共安全食品事件中都得 见， 当市场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时 量避免“多龙治水”的现象。其二，用法 这样严厉的问责体系应该在更多的部
到了“验证”。 比如， 今年3 月以来， 候， 向政府问责毫无异议。 可问题 制的手段制约官员手中的权力， 让官 门有效施行。 只有这样， 才能有利于
肉精” 、 “ 染色馒头” 、 “ 毒豆 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官商勾 员依法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能够成为 食品安全的形势向越来越好的方向发
“瘦
芽”、 “ 染色花椒” 这些食品安全事 结、 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 懒政枉法 一种常态。其三，要在全社会建立对官 展。
者系职员）
（作

本院受理曾昭蓉申请宣告曾自然失踪一案， 经查： 曾自然
公民身份号码：51022419260102187X）， 男，1926 年1 月2 日
生，汉族，重庆市渝北区人， 原住重庆市渝北区石坪镇龙井村6
组，于2007 年5 月25 日外出后，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
告， 希曾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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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肖世芳申请宣告何永秀失踪一案，经查：何永秀，
女，汉族，生于1957 年11 月1 日，住重庆市綦江县隆盛镇新屋
村萌子树组。 下落不明已满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月。 希望何永秀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
3个
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何永秀失踪。
庆]綦江县人民法院
[重
本院受理姚源望申请宣告陈红霞失踪一案， 经查陈红霞，
女，1977 年1 月29 日出生， 汉族， 莆田市涵江区人， 农民， 原住
所地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显应村铺前78 号，于2009 年3 月24
日起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陈红霞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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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
[福
本院受理修桂玉申请宣告王贵平死亡一案， 经查： 被申请
人王贵平， 男， 汉族， 公民身份号码352625621220589， 户籍
所在地福建省武平县平川镇西门市场151 号， 原系福建省武平
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师， 2006 年12 月患原发性肝癌后， 于2007
年6 月10 日在龙岩市第二医院出走， 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
人公告， 公告期限为1 年。 希望王贵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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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武平县人民法院
[福
本院受理连云开申请宣告梁炎明死亡一案， 经查： 梁炎
明，男，1965 年3 月14 日出生， 原住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月
桂二马路17 号西梯403， 身份证号码440621196503143518.于
起，下落不明已满15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1996 年
1月
25 日
告期间为1 年。 希望梁炎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利害关系人自即
（

杜绝瞒报靠打掉“保护伞” 还不够

日起与本院民一庭联系（0757-87724171）。 公告期间届满，将依
法判决。
东]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
[广
本院受理邹丽萍申请宣告钟典彦死亡一案，经查：钟典彦，
曾用名钟典艳，女，1945 年6 月15 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湛江市
人，原住广东省遂溪县遂城镇遂湛路95 号，于2007 年2 月9 日
走失，至今下落不明已满4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
年，希望钟典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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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遂溪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春光申请宣告梁美英失踪一案，经查，梁美英，
女，汉族，1943 年7 月1 日出生，住广西钦州市浦北县三合镇长
安村民委员会定田头村，系申请人张春光之妻。 梁美英于1972
年6 月28 日晚上外出未归，至下落不明39 年。 现发出寻人公
告， 希梁美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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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浦北县人民法院
[广
本院受理李秀英申请宣告薛景昌死亡一案，经查，薛井昌，
男，1968 年10 月22 日出生，黑龙江省龙江县人，原住龙江县龙
江镇文化街3 委，身份证号230221196810220033，该人2005 年
走失，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薛井昌本人
4月
11 日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民一庭联系（0452告期为一年，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5840137）。 公
龙江]龙江县人民法院
[黑
本院受理高振玉申请宣告王乃凤失踪一案，经查：王乃凤，
女，1970 年10 月8 日出生， 汉族， 住黑龙江省桦南县土龙山镇
胜利村1 组。 于1999 年8 月起下落不明已满2 年。 现发出寻人
公告， 公告期间为3 个月， 希望王乃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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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王乃
凤失踪。
龙江]桦南县人民法院
[黑
本院受理吴垒申请宣告关发玲失踪一案， 经查： 关发玲，
女，1980 年8 月24 日出生， 汉族， 住黑龙江省桦南县桦南镇正
东村。 于2003 年6 月起下落不明已满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3 个月。 希望关发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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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关发玲
失踪。
龙江]桦南县人民法院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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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陆玉梅申请宣告陆良海失踪一案， 经查， 被申请
人陆良海， 男，1970 年4 月3 日出生， 身份证号
河北省肃宁县师素镇曲三村， 下落不
130926197004033250， 住
明已满二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间为3 个月，希望陆良海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人员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
依法宣告陆良海失踪。
北]肃宁县人民法院
[河
本院受理余鹏丞申请宣告肖梨娜失踪一案，经查：肖梨娜，
女，1986 年4 月28 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泌阳县赊湾镇马楼村
委肖岗。 肖梨娜下落不明已满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3 个月。 希望肖梨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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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肖梨娜失踪。
南]泌阳县人民法院
[河
本院受理高薇申请宣告王德存失踪一案， 经查： 王德存，
女，1979 年9 月18 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泌阳县铜山乡彭庄村
委苏庄铺组。 王德存下落不明已满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3 个月。 希望王德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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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王德存失踪。
南]泌阳县人民法院
[河
本院受理张子坤申请宣告韩建红失踪一案，经查：韩建红，
女，1984 年7 月9 日出生， 汉族， 农民， 住泌阳县郭集乡三官村
委后台北组。 韩建红下落不明已满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3 个月。 希望韩建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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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韩建红失踪。
南]泌阳县人民法院
[河
本院受理张一兵、张子怡申请宣告张天文失踪一案，经查：
张天文， 男，1967 年6 月13 日出生， 汉族， 农民， 身份证号码：
平舆县射桥镇张柏坟村委三组， 于
412827197106133033， 住
外出后未归，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
2007 年
6月

张天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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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平舆县人民法院
[河
本院受理张李锋（别名张胜）申请宣告李胜梅失踪一案，经
查：李胜梅，女，1978 年12 月15 日出生， 汉族， 农民， 住河南省
新野县溧河铺镇屯头村4 组，系申请人张李锋之母，于2008 年
起，下落不明已满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
11 月
月。 希望李胜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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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李胜梅失踪。
南]新野县人民法院
[河
本院受理李欢、李朋申请宣告倪中连失踪一案，经查：倪中
连，女，1972 年9 月23 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南省新野县溧河
铺镇土堰村1 组，系申请人李欢、李朋之母，于2008 年2 月起，下
落不明已满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 希望倪中
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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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倪中连失踪。 [河南]新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彭艮先宣告张林华失踪一案， 经查： 张林华， 女，
生于1975 年12 月20 日， 汉族， 农民， 住湖北省武穴市花桥镇
童司牌村， 下落不明已逾两年， 现发出公告， 公告期为三个月。
希望张林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
告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北]武穴市人民法院
[湖
本院受理申请人季美英申请宣告陈建华失踪一案， 经查：
陈建华，男，汉族，1965 年10 月8 日出生， 汉族， 住南通市港闸
区永兴街道东港村庄十五组18 号， 身份证号码
起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
320611196510080914， 于
1996 年
告， 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希望陈建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
员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苏]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
[江
本院受理黄爱林申请宣告杨天绪死亡一案，经查：杨天绪，
男，1936 年12 月1 日出生， 汉族， 山西省原平市中阳乡联合校
退休教师，于2007 年7 月起，下落不明已满4 年。 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1 年。 希望杨天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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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原平市人民法院
[山

法 官 之 声

把群众放在心中最高处
邓光扬

江苏南京在全市两级法院建立执行工作快速
反应指挥中心， 向社会开通24 小时值班电话，
申请执行人及其他知情人发现老赖行踪或财产线
索， 可立即打电话举报， 法院执行人员将第一时
间到达执行现场开展执行。 对执行工作不满， 也
可打电话投诉。
举顺应法治民意、 合乎法治民心”， “真
“此
正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人民群众获悉南
京法院建立执行工作快速反应指挥中心的消息，
认为南京法院用实际行动践行胡锦涛总书记在建
党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
作为一名党员、 一名法官， 倍觉胡锦涛总书
记“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 群众才会把我们
放在心上； 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 群众才会把
我们当亲人” 的论述， 语重心长,切中肯綮。
解决执行难问题， 不仅事关群众切身利益，
而且衡量着我国法治现状。 “法之生命在于执行
与法的实现。” 执行是法能否实现的一大因素, 是
法院司法活动的“ 末梢”， 是司法活动“ 三个效
果” 的“ 显示器” 甚至是“ 放大镜”。 胡锦涛总
书记在建党90 周年的重要讲话中号召全体党员，
要常怀忧国之心、 担负兴国之责。 作为党领导下
的人民法院各级党组织和党员， 我们肩负的兴国
之责， 就是要用好人民赋予的司法权， 不仅公正
裁判好每一起案件， 而且要努力帮助群众把胜诉
的纸上判决变为现实的利益， 以看得见的方式把
人民放在心上。
当前， 南京法院面临的难执行案件， 和全国
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 大多属于涉及民生的合同
类纠纷和侵权类案件。 如企业商业合同纠纷、 交
通事故、 医疗纠纷等等, 而且受到伤害的主要是
弱势群体。 这些案件经法院判决生效后， 如果不
能有效执行、 顺利执行， 最直接的危害是胜诉方
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 违法、 违约者不能得到相
应惩处。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一再要求全国法院
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有新作为， 在7 月1 日研
究部署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时， 再次
要求全国法院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学习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 落实王胜俊院长上述要求， 具体到法院
的执行领域， 就是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 不
断提高“ 执行力” 。 法院虽难凭一己之力改变
制约执行的外部因素， 但对自身问题当有决
心和勇气鼎力改革和完善！
执行难， 难就难在被执行人难找、 执行财产
难寻、 执行权力受拘束、 执行结果不到位。 其原
因， 从外部看， 主要是人情和关系的影响， 地方
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制约， 法院对强制执
行后社会效果的考量； 从内部看， 法院自身的执
行理念和执行能力与党和人民的要求、 形势任务
的要求不相适应。
当前， 南京法院的执行快速反应机制成效
虽有待时间检验， 但其一出襁褓即获掌声的
事实充分证明， 谁把人民放在心上， 人民就
把谁抬举得高高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 以执
行工作快速反应机制为开端， 南京两级法院
包括执行在内的司法活动将不再孤军奋战，
富有创造活力的人民群众将会支持人民法院
推出一个个新办法、 一项项新机制， 通过拓
展司法功能、 开展能动司法， 以策略化解执
行纠纷， 用艺术钝化执行矛盾， 进而“ 啃掉”
一个个“ 骨头案”。
审判、 执行中注重倾听群众呼声、 满足群
众诉求、 关心群众疾苦， 工作中多一些程序规
范、 少一些简单粗暴， 多一些策略艺术、 少一
些包打天下， 多一些以人为本、 少一些浮躁盲
目， 多一些真心实意、 少一些形象工程， 扎扎
实实地为当事人解难题、 送温暖， 群众就会真
正地围绕在我们周围， 拥护和支持我们。 那么，
工作中一旦遇到困难， 法院就不会孤军奋战，
稍加组织动员， 就能“ 唤起群众千百万， 同心
干！”
者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
本院受理李新蓉、薛媛申请宣告薛建华死亡一案，经查：薛
建华，男，汉族，1964 年12 月12 日出生，四川省德昌县人，住四
川省德昌县德州镇果园北路20 号1 幢3 号（ 身份证号：
起，下落不明已满
513424196412128311）。 于
2007 年
5月
22 日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 年。 希望薛建华本人或知
。现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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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德昌县人民法院
[四
本院受理李顺蓉申请宣告杨桃死亡一案， 经查： 杨桃， 男，
生于1994 年11 月22 日， 汉族， 云南省水富县人， 家住水富县
向家坝镇人民路居委会街道组1107 号。 于2009 年6 月5 日
起，因在水富县金沙江边落水，下落不明已满2 年，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为3 个月。 希望杨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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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水富县人民法院
[云
李花： 本院受理阮志国申请宣告李花失踪一案， 被申请宣
告失踪人李花，女，彝族，1976 年5 月16 日出生，原住云南省马
龙县月望乡沙坡笼村委会大沙坡笼村民小组，据其子即申请人
阮志国称其因于2002 年1 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现本院
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李花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士自即日起
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南]马龙县人民法院
[云
杨绍兵： 本院受理李玉辉申请宣告杨绍兵失踪一案， 被申
请宣告失踪人杨绍兵，男，汉族，1975 年2 月12 日出生，原住云
南省马龙县王家庄镇上坝村委会宗家村民小组，据其子即申请
人李玉辉称其因患精神病于2010 年1 月离家出走， 至今下落
不明。 现本院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杨绍兵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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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马龙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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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裁判文书

本院受理张永全、 牟恩芳申请宣告张磊死亡一案， 于2010
年6 月4 日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届满， 并于2011 年6 月9
日依法作出（2010） 綦法民特字4 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张磊死
亡。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庆]綦江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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