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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八闽大地呈现着多彩颜色。 近年来，福建法院精心打造的保障科技创新的“金色司法”、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蓝色司法”、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
司法”和弘扬革命传统的“红色司法”等，绘就了一道道靓丽的司法“风景”。

“
四色”司法添彩福建
本报记者詹旋江

司法助力蓝色海洋

司法传承红色文化
一阵隆隆的
， 在
2011 年
5月
14 日
鞭炮声中，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联合古田会议纪念馆精心打造的“共和
国法制摇篮展览馆” 正式揭牌开馆。 馆
内收藏有1000 多件的文物史料， 从共
和国法制启蒙说起， 讲述了中国共产党
在闽西苏区开展法制实践的光辉历程。
让干警切身感受到革命前辈在中央
苏区的伟大法制实践， 成为红土地法官
们重要的精神家园。 这只是福建法院红
色文化薪火传承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 福建法院紧紧围绕审判中
心工作， 确立“抓特色、 创品牌、 树亮
点” 的建设思路， 认真谋划法院文化建
设， 形成了“ 个个有特色、 院院有亮
点、 一院一品、 一院多品” 的文化建设
新格局。 平和县人民法院有“老红军调
解室”， 泰宁县人民法院有“ 红军纪念
园” 等。
区干部好作风， 自带干粮去办
“苏
公。” 这首脍炙人口的苏区民歌， 80 年
前曾在闽西红土地上传唱。 今天， 福建
法院正用实际行动打造新时代的“红土
清风” 廉政文化品牌。 通过组织干警参

观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定期举办党风廉
政教育讲座、 开展廉政知识测试等一系
列的廉政教育， 筑牢干警思想道德防
线。
想上入党”、 “ 支部建在连上”
“思
等是党的建设的伟大创新， 是古田会议
留下的宝贵财富； “ 军爱民， 民拥军，
军民团结一家亲”， 是苏区军民“ 鱼水
情” 的生动写照。 福建法院结合实际将
党建理论发扬光大， 努力践行“为大局
服务， 为人民司法” 工作主题， 上演一
出出时代版的“ 军民鱼水情” 。 今年6
月5 日， 长汀县策武镇林田村一间简易
办公室内， 一个国徽、 一条横幅、 几张
桌椅， 一个巡回法庭几分钟内就诞生
了。 用法庭庭长的话说， 那就是哪里有
需求， 就把巡回法庭搬到哪里， 把法律
服务的触角伸到哪里。 如今， 福建法院
把司法为民与社会管理创新紧密结合起
来， 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成立了全国
首家“ 调解超市” ， 漳平市人民法院
律义工” 进社区， 永定县人民法院
“法
设立“ 法官工作站”， 这些举动使“ 红
土法官” 形象日益提升。

共和国法制摇篮展览馆开馆。

龙法摄

福州中院调解一起涉外知识产权案，国外当事人登门感谢。

邱何娟 摄

司法点亮金色未来
今年5月23日，福州市文化新闻出版
局接到香港AIRD集团有限公司的投诉，
认为福州维合森贸易有限公司擅自销售
与其形象作品相同的玩偶产品， 并在网
络上宣传，侵犯其著作权，要求福州维合
森公司承担停止侵权、 销毁侵权模具等
责任。 福州市文化新闻出版局在行政处
理过程中， 根据《 联动机制》 与福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密切配合， 几天内就促使双
方达成行政调解协议， 双方其他民事纠
纷也一并达成了和解， 福州中院对该案
行政调解协议依法作出了司法确认。
仅有好创意、‘ 金点子’ 就行了
“仅
吗？ 不！ 只有让创意得到有效的保护，才
能创造出‘金色的财富’！”福州市知识产
权局局长何朝晖说。
福建法院的法官们深知保护知识产
权的“ 含金量”、 维护创新“ 创造品质” 的
意义，他们把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称为“金
色司法”。厦门市两级法院着力构建多位
一体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泉州市两级
法院通过广为宣传，使“让知识产权人享
用成果，让违法侵权者得不偿失”的观念
深入人心；而福州中院从召开“全省首场
知识产权新闻发布会”到开展“全省首次
网络庭审直播” 的理念创新， 从“ 全省首
建知识产权技术专家库”到“全省首聘知
识产权专家调解员” 的制度创新， 从“ 全
省首获知识产权三审合一试点”到“全省
首启知识产权诉调对接模式” 的管理创
新， 使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成了经济“引
擎”、招商“王牌”、城市“名片”。
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 经
2010 年
7月
福州中院由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受理知
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三审合
一”工作正式展开。
同时，根据形势和任务需要，福州中
院又把“加强精细化管理，实现精品案审
判”作为工作目标，审结了许多重大疑难

申请宣告失踪、死亡

案件，如红肉蜜柚品种纠纷、以调解结案
的侵犯美国微软公司知识产权案等， 引
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为全省知识产权审
判实践提供了示范和参考。2011年至今，
福州中院一审知识产权案件调撤率达
结案件履行率达100%。
85.4% ， 调
根据知识产权运行规律， 探索矛盾
纠纷调处机制是福州中院实现办案最佳
效果的“突破点”。 通过实施“诉调对接”
法，使司法审判与社会力量优势互补，形
成合力。该院与福州海关、福州市工商局
等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四部门签订了“知
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协议”，并以五部门
的名义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知识产权
纠纷“大调解”联动机制的若干意见》。至
此， 行政部门在受理知识产权侵权行政
投诉的案件中， 可以引导纠纷双方达成
行政调解协议， 且请求法院对调解协议
进行司法确认。
借助现代化的传媒手段， 不断加大
知识产权审判公开力度， 是福州中院强
化审判管理的“聚焦点”。
院首次对庭审进
，该
2009年
10月
17日
行网上直播，吸引了社会对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的关注。 通过3个小时紧张有序的庭
审，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的知识
产权文化，在观看庭审直播的1000多名网
友心中，悄然播撒，落地生根。
依托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积极参与社
会管理创新，是福州中院服务大局的“着
力点”。 通过走访企业、专题调研、个案分
析、问卷调查等方式，密切关注各类可能
危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政策风险，并通
过新闻宣传、建议件的方式，发布司法建
议， 如针对“视频网站侵犯著作权新特
点”、“大学毕业生网店售假”等问题，向社
会、行政机关提出了知识产权保护风险预
警， 使相关类型案件的发案率大幅下降，
有力促进了知识产权的保护。

本院受理莫元珍申请宣告林子清死亡一案， 经查： 林子清
公民身份证号码：510224260801125）， 男，1926 年8 月1 日出
生，汉族，重庆市渝北区人，原住重庆市渝北区一碗水后街4 号
元3-2， 因被申请人林子清患有老年痴呆， 于2008 年6 月
3单
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林子清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联系电话：
告期间为1 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02367177502）。 公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区振辉申请宣告陆翠娟失踪一案，经查，陆翠娟，
女，1981 年11 月19 日出生，汉族，佛山市高明区人，住广东省佛
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文华路75 号D 座202 房， 身份证号码：
起下落不明，下落不
440684198111196922， 于
2010 年
7月
26 日
明已满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陆翠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3 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裁判。
东]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
[广
本院受理赵强申请宣告赵传中死亡一案，经查：赵传中，男，生
于1971 年4 月13 日，汉族，身份证号码370723197104134395，原
住贵州省余庆县白泥镇兴隆路91 号2 栋附2 号。 于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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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赵
传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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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赵传中死亡。 [贵州]余庆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世珍申请宣告葛峻山死亡一案，经查：葛峻山，男，
身份证号为230107196907090471，1969 年7 月9 日出生，汉族，哈
铁车辆段员工，住哈尔滨市香坊区文政街54-2 号3 单元4 楼。 于
起，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 年。 希望
2003 年
2月
葛峻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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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裁判。 [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沃红莉申请宣告应振忠死亡一案，经查：应振忠，
男，1960 年3 月20 日出生， 汉族， 于2010 年9 月3 日起， 因意
外事故下落已满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 年。 希望
应振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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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
（

船运有限公司船长张某
，某
8月
15 日
带领13名船员携一面书有“为民公正执
法， 化解劳资纠纷” 的锦旗， 来到厦门海
事法院。他们的案子得到了圆满解决，船
员的工资有了着落。 这是福建法院司法
助力海洋强省建设的一个场景。
务院通过了《 海峡西
，国
2011 年
3月
岸经济区发展规划》，作为海洋大省的福
建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 福建法
院结合实际推出了一系列保障、 促进当
地海洋经济大发展、 大繁荣的海事司法
服务举措。宁德法院开创性地推出了“海
岸线审判”、“蓝色热线” 等司法举措；平
潭县人民法院组建“重点项目服务组”服
务平潭综合实验区开放开发； 厦门海事
法院则弹好重点工程保障曲、 唱好涉海
行业服务歌等。
保障重点工程建设， 是厦门海事法
院服务大局的“ 风向标”。 该院以化解
矛盾纠纷为主线， 健全完善矛盾纠纷排
查、 调处、 预警、 处置等机制， 变被动
调解为主动调解， 事后调解为事先预
防， 保障重点工程、 项目建设顺利进
行。 该院还运用多元立体调解方式， 成
功调解了重点工程大东石化码头工程纠
纷、 厦门海域清淤整治工程纠纷、 福建
民营某航道疏浚公司催讨1000 万余元
工程款的纠纷等， 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

为涉海行业提供专业、优质、高效的
服务，是厦门海事法院司法为民的“必修
课”。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航运市场
持续低迷，造船业发展一直不景气，有的
造船厂甚至变成了拆船厂。 厦门海事法
院及时改变司法作风，持续开展“司法走
转改” 活动， 组织法官走出机关、 进港上
船、深入企业，通过举办座谈、专题讲座、
个案答疑等形式， 不断增强企业法律意
识，提升防范风险的能力，助力企业渡过
冬”。
“寒
破解新形势下的海事审判难题， 一
直是厦门海事法院坚持多年的“ 自选
课”。 海洋开发和污染案件受举证难、责
任认定难、诉讼风险高等因素影响，审理
难度往往比较大。针对这一“瓶颈”问题，
门海事法院就专门组成调研
， 厦
2008 年
组进行研究， 并受邀参与起草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若干
问题的规定》。
在服务海洋经济过程中， 厦门海事
法院率先提出了打造中国首个无讼港
区、渔区、海区的目标。 他们主动与厦门
港口管理局、海洋渔业局、海事局等涉海
行政单位建立合作机制， 与厦门仲裁委
建立仲裁与审判衔接机制， 与厦门市国
际货代协会建立货代纠纷行业调解机制
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蓝色的海洋更加
和谐、美丽。

司法服务绿色生态

厦门海事法院法官登船给外籍船员发放工资。

朱忠宝 摄

闽清县人民法院的法官在巡回审判途中向林区工人进行法制宣传。 梅贤明 摄

本院受理张显峰申请宣告张文成公民死亡一案， 经查：张
文成，男，1945 年2 月11 日出生，汉族，住大庆市让胡路区西宾
路13-6 号1 门101 室，于2004 年1 月24 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 年。 希望张文成本人或知
。现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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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江]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
[黑
本院受理申请人刘树贵申请宣告田桂兰死亡一案， 经查：
田桂兰， 女，1948 年10 月24 日出生， 汉族， 住黑龙江省齐齐哈
尔市昂昂溪区道北街道红星社区建工委， 身份证号
起，下落不明已满4 年。 现
230205194810240529， 于
2007 年
4月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 年。 希望田桂兰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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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江]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人民法院
[黑
本院受理于振彭申请宣告黄丽失踪一案，经查： 黄丽，1978
年5 月8 日出生， 汉族， 住黑龙江省集贤县永安乡富民村，于
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 希黄丽本人或
2004 年10 月27 日
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3 个
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黑龙江]集贤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传厚申请宣告上官同玉失踪一案， 经查： 上官
同玉，女，生于1975 年9 月5 日，汉族，住河南省光山县斛山乡
梅岗村邱湾南， 农民。 身份证号码：413025197509055740， 于
春节后外出未归，至今下落不明已满2 年。 现发出寻人
2003 年
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 希望上官同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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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上官同玉失踪。
南]光山县人民法院
[河
本院受理陈传厚申请宣告陈文江失踪一案，经查：陈文江，
生于1970 年6 月1 日，汉族，住河南省光山县城关镇平桥巷18
号平房2 排3 号， 农民。 身份证号码：413025197006015739，于
秋后外出未归，至今下落不明已满2 年。 现发出寻人公
2002 年
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 希望陈文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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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陈
文江失踪。
南]光山县人民法院
[河
本院受理官绪猛申请宣告官辉失踪一案， 经查： 官辉， 男，
生于1980 年7 月7 日，汉族，住河南省光山县十里镇吴明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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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村民组，初中文化，农民。 身份证号码：413025198007070638，
于2008 年2 月份外出后未归，至今下落不明已满2 年。 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 希望官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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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光山县人民法院
告官辉失踪。
[河
本院受理何义荣申请宣告张叔英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张
叔英，女，1972 年10 月18 日出生，汉族，湖南省临澧县人，住湖南
省道县清塘镇石枧村6 组，于2004 年11 月离家出走至今无音讯，
下落不明已满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限为三个月，希望张
叔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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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张叔英失踪。 [湖南]道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鑫春、李鑫华申请宣告陈运花失踪一案，经查：
陈运花，女，1974 年4 月6 日出生， 汉族， 耒阳市人， 农民， 住耒
阳市夏塘镇兴康村12 组， 于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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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陈运花本人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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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耒阳市人民法院
[湖
本院受理焦健申请宣告焦玉海死亡一案， 经查： 焦玉海，
男，1958 年5 月29 日生， 居民身份证号码
起，下落不明已满4 年。 现发出
320821195805290117。 于
2004 年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 年。 希望焦玉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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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
[江
本院受理张强申请宣告王仕兰失踪一案，经查：王仕兰（身
份证号：220521197207227424）， 女，1972 年7 月22 日生， 原住
通化市东昌区光明街朝阳委二组。 2006 年7 月24 日离家出走，
下落不明满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 希望王
仕兰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

常感谢法官，把我们村多年来都
“非
未能解决的毛竹山承包价问题解决了。”
近日， 松溪县茶平乡刘屯村委会收到承
包户交清的竹山承包款， 村主任吴小雄
紧紧握住法官的手，连连称谢。这是福建
法院“司法护绿”的一个剪影。
福建素有“ 八山一水一分田” 之称。
近年来，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从服务保
障生态省建设和海西“生态优美之区”建
设大局出发，创新生态资源审判机制，指
导中级、基层法院成立生态资源审判庭，
对涉及森林、 矿产资源和大气、 土地、 水
资源污染等各类刑事、民事、行政生态资
源类案件进行集中审理。
荣县人民法院在全国
， 柘
2009年
7月
成立首个生态资源审判庭。 目前，全省法
院已有生态资源审判庭20个、专门合议庭
。
16个
南平全市森林覆盖率达71.14% ， 有
建粮仓”、“南方林海”、“中国竹乡”的
“福
美誉。 新形势下如何实现全方位保护生
态资源？ 南平法院探索出了新路子。
平全市法院开展了“百名
，南
2009 年
法官进林区” 等活动， 走访林业主管部
门、 林业企业及基层组织、 林农800 多人
次，发出调查问卷1200份，了解林区及林
农、林业企业存在的纠纷和司法需求。纠
纷在哪里，法官就到哪里。 他们选择20多
件失火、滥伐林木以及违反“民主议定原
则” 的常发性刑事、 民事案件到乡村、 林
业企业就地开庭，以案释法。 编印了《为
子孙后代留下美好家园》 生态保护指南
一书， 制作了16000 多份失火毁林、 非法
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等犯罪的案例布

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林]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
[吉
本院受理范立帮申请宣告薛凤兰失踪一案，经查：薛凤兰，
女，1975 年4 月15 日生， 汉族， 原住阜新市海州区北山街9起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
，于
405 号
2010 年
5月
10 日
薛凤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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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宁]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
[辽
本院受理柴大宣、柴勇、柴超申请宣告马粉颜失踪一案，经
查：马粉颜，女，1973 年12 月27 日出生，汉族，宣威市人，农民，
原住云南省宣威市普立乡鹤谷村委会陈家弯村59 号， 身份证
号：530381197312271329。 自2001 年起，下落不明已满11 年。 现
发出寻人公告，希望马粉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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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月，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
判。
南]宣威市人民法院
[云
本院受理戴根法申请宣告戴建芬失踪一案，经查：戴建芬，
女， 汉族，1983 年11 月5 日出生， 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
街道庄里社区1 组软船坞19 号。 戴建芬于2006 年6 月25 日
离家出走， 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 希望戴建芬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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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浙

告，发送到全市各乡镇、村、林业企业、学
校等基层组织。
随着山林价值不断走高， 涉林矛盾
纠纷呈现出多元性和群体性的特点， 仅
靠司法手段已很难做到案结事了。 为此，
南平法院积极探索纠纷化解新模式， 建
立涉林矛盾纠纷诉（访） 前化解工作机
制， 综合各方力量， 从源头上， 就地、 就
近、高效预防和化解纠纷。
光泽、松溪两地试点的基
，在
2010 年
础上，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市林业局
共同建立市、 县、 乡、 村四级涉林矛盾纠
纷诉（ 访） 前化解网络， 将矛盾纠纷化解
在当地、化解在诉前。 截至目前，全市法
院诉前共化解涉林民事、 行政争议854
件， 全市有30% 的乡镇没有发生涉林民
事诉讼。
被告人虽然被判了刑， 但被破坏的
生态环境却没有得到恢复， 这一问题也
在南平法院有了答案。 这些年， “ 植树
令”、“ 管护令”、“ 林木补种监管令”——
—
被称为“复绿补种”的办法在南平两级法
院推广开来。 毁林犯罪分子通过补种树
木、 签订复绿管护协议等， 可分别在侦
查、 起诉、 审判阶段予以酌情从宽处理。
截至目前， 南平法院判处的50名被告人
绿补种”2000余亩，既挽救了一个人，
“复
又恢复了一片林。
与此同时， 福建法院还针对生态资
源管理面临的热点、 难点问题提出合理
可行的司法建议， 帮助有关部门完善制
度、堵塞漏洞，努力营造保护生态资源的
良好环境， 为建设“ 绿色福建” 提供了有
力的司法保障。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组庭通知书、 仲裁员声明书及开
庭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
满后的次日上午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会进行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山西长治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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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李正娥：本院受理原告李培美诉被告山东省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你（2011）安商重初字第12
号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缴纳上诉费通知
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即视为送
达。 内容：送达之日起七工作日内向本院预交上诉费10892 元；
银行汇款应报本院并附单据： 安丘市人民法院； 中国农业银行
安丘市支行；445 001 04000 2694。 [山东]安丘市人民法院

申请公示催告

申请人徐州松洁木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票号
为10400052/21262288 号，出票日期2012 年6 月20 日，票面金
额叁拾万元整，出票人浙江万通革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徐州松
洁木业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阳县支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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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龙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宋怀荣、 王德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松阳县人民法院
侠与你公司及中铁十五局集团第一工程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陕万隆金剑字（2012）019 号
鉴定报告。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
本院受理马宝珍申请于秀英死亡一案， 于2011 年9 月7
鉴定报告有异议，于送达之日起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 日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届满， 并于2012 年9 月13 日依法
视为认可该鉴定结论。
作出（2011）延民特字第1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死亡。 本判决为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终审判决。
龙江]延寿县人民法院
[黑
本院受理袁福明申请袁庆余死亡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
法公告送达（2011）丹民特字第0006 号判决书， 本院判决如下：
高先苗：本会受理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 宣告被申请人袁庆余死亡。 公告费600 元，由申请人袁福明负
南街支行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为（2012） 长仲裁字第 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苏]丹阳市人民法院
[江

送达司法鉴定书

送达裁判文书

送达仲裁文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