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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发挥审判职能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公平正义方面的作用，我们制定了《关于加强涉民生
案件工作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 ”在4月29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召开的涉民生案件审判工作机制新闻通报会上，
该院副院长龙云斌对《意见》的起草背景做了介绍。

今年4月初，朝阳法院出台了工作意见，有针对性地采取涉民生案件审判工作方法，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诉求。

细化深化优化：朝阳的“民生”功夫

□ 黄野松 吴威丽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 只是起点

有效衔接：
优化特别规定

要想确保公务员聘任制及其背后

相应的公务员分类改革效果，必须要真
正地畅通出口，完善准入退出机制。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

府管理系教授许法根

与西方国家以生活排放为主不

同， 中国目前生产排放占碳排放总
量的比重高达70%， 能源结构以煤
炭和石油为主，“产业重， 能源黑”。
要实现低碳发展，“黑色文明” 不能
再继续， 低碳城市建设要以调整产
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为核心。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

主任、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

35辆
今年3月以来，湖南省永州市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针对超标超编配备

公车的整改活动，对存在超标超编配
备公车的情况“零容忍”。 目前，全市
共清理处置违规公务用车35辆。

49人
近日，广东一个诈骗金额逾2000

万元的特大团伙被警方端掉，共49人
落网，其中41人被依法逮捕，警方缴获
车辆19辆、大砍刀24把等一大批涉案
工具。

719起
“五一”前夕，中央纪委监察部

网站纠正“四风”监督举报直通车栏
目连续4周密集通报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的案件共计719起。

4.5亿元
近日， 上海警方破获一起涉嫌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经过初步查
证，该团伙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
合计金额超过4.5亿元， 从中非法牟
利1000万余元，是近年来钢贸领域虚
开案件中金额最大的一起。

4844起
河南省在“五一”前一周开展了

酒驾与涉牌涉证交通违法行为集中

整治活动。一周内，全省共查处酒驾案
件4844起，其中55起为公职人员。

谭栖伟

日前，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
布消息称，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谭栖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接
受组织调查。 而今年4月中旬，谭栖
伟尚在重庆当地密集亮相。

从1973年3月在石柱县灯盏公
社以五大队知青身份参加工作至

今， 谭栖伟近40年的仕途生涯未离
开过重庆本地。 2006年3月至2013年
1月在担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党组
成员期间， 还兼任重庆市委移民工
委书记。 2013年1月，任重庆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

公开报道资料显示， 担任重庆
市副市长期间， 谭栖伟分管文化广
播电视（文物）、新闻出版、移民、三
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 三峡库区水
环境保护和地质灾害防治、民族、宗
教、机关事务（接待）、旅游、烟草工
作，负责全市煤炭供应、电力供应及
外购煤炭的铁路运输工作。

据了解， 谭栖伟是十八大后重
庆市首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

司法微数据

开栏的话

从本期起， 《法周刊》 推出新
栏目 《司法微数据》。 图表让我们
接受信息更轻松， 数据让我们理解
现象更准确。 因此， 新栏目的定位
是使用图表， 一目了然地揭示司法
数据背后蕴藏的社会问题。

新栏目所要求的司法调研数据

不必宏观， 但是选题应与社会生活
息息相关 ； 说明文字不用长篇大
论， 却需深入浅出， 文风活泼。 欢
迎踊跃投稿， 和我们一道用数据解
开社会问号。

阻力可能来自普通民众

我国旧传统中有 “一日行窃， 终身
为贼” 的观念， 对有犯罪前科之人通过
羞辱刑的方式将之标签化， 诸如墨刑、
刺字、 枷号等。 法治化的今天， 这些刑

罚已经废除， 但民众内心的 “刑罚” 是
否依然存在？ 对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未
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民众如
何看？

近日，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
院发放并收回了有效调查问卷 345 份。
问卷结果显示， “社会复归”、 “刑罚
个别化” 的司法理念已经逐步被我国民
众所接受。 同时， 对犯罪防卫的思维依
然具有一定民意基础， 未成年人轻罪犯
罪记录封存制度落实过程中最大的阻力

很可能来自普通民众。

法律层面仍有待完善

从司法实践看， 落实未成年人轻罪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仍存在一些法律层面

的问题， 比如， 封存条件过于宽泛、 封
存流程有待细化、 封存后果尚需明确。

莲都区法院建议， 应着手完善现有
法律法规， 修正与新刑事诉讼法相抵触
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及早成立专门的犯
罪记录登记机构， 构建统一的犯罪信息
登记制度； 明确责任类型， 构建三级责
任追究制度。

左图为民众对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态度，345份调查问卷中，支持者达到65%。
右图为2010年至2013年莲都区法院适用封存制度的案件情况。 刘雯雯 制图

重点突破：
细化 15类案件

2013 年 11 月 26 日 ， 宁某通过
北京世纪卓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

的亚马逊网站购买了 32 英寸长虹电
视机 1 台， 价格为 169.11 元。 11 月
28 日， 宁某收到世纪卓越公司发来
的电子邮件 ， 称由于公司原因订单
取消并无法提供所购商品 。 后宁某
诉至朝阳法院 ， 要求世纪卓越公司
赔付公证费等相关费用 。 朝阳法院
判决支持了宁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该案是一起典型的消费者网购

维权案件。 消费者权益保护是关系市
场经济健康发展和百姓民生权益的大

问题， 《意见》 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类
案件列为涉民生重点案件之一。

“对于其中一些群众高度关注 ，
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 与群众生
活有密切关联的纠纷 ， 我们要作为
涉民生重点案件 ， 更加及时妥善地
处理 。 ” 在谈到涉民生案件的范围
时， 龙云斌表示。

据了解， 《意见》 明确了 15 类
涉民生重点案件范围 ， 从案件类型
上看 ， 既包括传统的消费者权益保
护纠纷 、 追索劳动报酬纠纷 、 民间
借贷纠纷 ， 也包括近年高发的房屋
买卖纠纷 、 租赁纠纷 、 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 、 医疗纠纷 ， 还有事
关群众健康的食品药品安全类纠纷、
环境污染纠纷以及涉及工伤保险的

相关纠纷等 ， 基本涵盖了目前常见

案件类型中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的

纠纷。
朝阳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 、 审

委办主任李宝贵介绍说 ： “我院
2013 年度案件情况统计显示 ， 年审
判案件总量为 47104 件。 其中， 《意
见 》 所涉 15 类案件的收案数量为
9682 件， 占审判案件量的 20.6%。”

各个击破：
深化具体方法

“我儿子和媳妇 1998 年离婚后， 夫
妻俩都没有承担抚养义务， 孙子是由我
抚养至 2004 年的， 之后才由媳妇接去
抚养 ， 我每月还支付抚养费 200 元 。
2011 年之后孙子又被送到我这边 。 我

现在要求他们夫妻俩偿还我垫付的抚养

费、 医疗费和教育费 。” 今年春节后 ，
市民崔大爷与儿子崔某甲、 前儿媳妇葛
某发生了争议， 起诉到法院。

朝阳法院受理此案后 ， 在立案 、
送达等方面均采取了便捷措施 。 审理
过程中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沟通 ， 仍
未达成一致调解协议 。 法院认为 ， 崔
大爷在没有法定和约定义务的情况下，
抚养了崔某乙多年 ， 并支付了相关费
用 ， 应当支持其诉讼请求 。 一审判决
后， 承办法官进行了判后答疑， 双方当
事人均表示服从判决， 并主动履行了判
决义务。

“在审判实践中， 我们一直强调快
立、 快审、 快执， 符合起诉条件的涉民
生案件， 立案人员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立
案……” 朝阳法院民一庭庭长陈晓东说。

据介绍， 朝阳法院采取了多项措施
开展涉民生案件审判工作。 如， 便捷立
案、 快捷送达， 集中办理群体性纠纷案
件， 多元调解涉民生案件， 帮助确有困
难的当事人降低诉讼成本， 判后答疑、
判后追踪及督促履行， 加强调研及司法
建议， 构建公开便民机制等。

同时， 针对15 类涉民生重点案件，
结合每一类案件的具体情况， 朝阳法院制
定了专门的举措。 “例如， 就抚养费、 扶
养费、 赡养费等 ‘三费’ 案件， 加大先予
执行力度， 符合条件的可免除担保； 就涉
家庭暴力案件， 强化人身保护裁定的作用；
就医疗纠纷案件， 建立典型案例通报制度；
就相邻关系纠纷案件， 明确 ‘每案应现
场勘验’ 的原则， 等等。” 陈晓东表示。

“涉民生案件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
这就要求我们从立案、 审判、 执行等各
个环节提高效率， 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
法利益诉求。” 李宝贵说， “《意见》 除
涉及审判工作之外， 还特别就涉民生案
件的立案和执行工作进行了规定。”

在立案环节， 《意见》 规定要建立
便捷立案机制， 通过加强立案提示和指
导， 压缩审查、 录入和案件流转时间等
方法 ， 提供更加方便 、 快捷的诉讼服
务。 同时， 《意见》 要求立案庭对于涉
民生案件要制作专门的提示表， 随同卷
宗一并移送相关审判部门， 提示审执各
部门适用 《意见》 妥善办理。

在执行环节， 《意见》 明确要求，
对于涉民生案件生效裁判文书、 调解书
的执行， 要严格按照 《最高人民法院执
行局关于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活动工作

有关注意事项的通知》、 《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涉民生案件专项集中

执行活动的实施方案》 执行。
“我们相信， 按照 《意见》 的要求

认真贯彻执行， 我院涉民生案件的审判
工作质效将进一步提升， 并在涉民生案
件相关机制基础上不断细化落实， 建立
长效机制，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
需求。” 谈到涉民生案件审判工作未来
的努力方向， 龙云斌充满了信心。

通报会后， 朝阳法院民一庭庭长陈晓东接受媒体采访。 胡焕刚 摄

申请人杨仁寿因遗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汇

银支行的银行支票一张 (票号为 1050443019651422，票面金额
为￥716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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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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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岳阳市金寿制药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据号码为

31300052/24225236，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3 月 24 日，汇票到期
日 2014 年 9 月 24 日，票面金额为 20000 元整，出票人为石家
庄迎来贸易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石家庄魁英建材销售有限公
司，持有人为岳阳市金寿制药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河北银行邢
台分行的银行承兑汇票不慎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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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洛阳市豫西汽配市场晓宇轮胎销售中心因银行承

兑汇票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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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为 30200053/23238387，金额：壹万元
整，出票人为河南焦煤能源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信银行焦作
分行营业部，收款人为焦作煤业集团赵固（新乡）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收款人开户行为焦作建行焦东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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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西省伯特利药业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予公告。 该票据记载：
票号 10200052 21287523，出票日期 2014年 3 月 27 日，票面金
额为 500000 元，收款人开封市新创化工有限公司，出票行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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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平顶山市鹏洋物资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两张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予公告。 该两
份 票 据 记 载 ： 票 号 为 31300051 30915421 和 31300051
30915423，出票日期均为 2013 年 10 月 24 日，票面金额均为
100000 元，收款人均系长葛市大友商贸有限公司，出票行许昌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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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邹平泽永防腐保温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出票人账号：0502014170007694，出票日期：2013 年 11 月
1 日， 出票人：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票据号码：30500053/
22761524，票面金额：200，000元，付款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武汉
东湖支行，收款人：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账
号：41001555321050000024，收款人开户银行：建设银行漯河召
陵支行，汇票到期日：2014年 5月 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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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
九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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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为
无效。 [湖北]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徽省庐江龙桥矿业有限公司因持有银行承兑汇

票不慎遗失，票号 31300051/31052427，票面金额壹佰柒拾万圆
整，出票日期 2013 年 9 月 25 日，出票人苏州市盛源锻造厂，收
款人江苏沙钢集团淮钢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付款行苏州银行相
城支行，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3 月 2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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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葛新华（江阴市华士革新五金厂业主）因银行承兑
汇票遗失，票号 31300051 28885417，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
日期 2013 年 12 月 20 日，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6 月 20 日，出票
人常州市盛杨电动自行车有限公司，付款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怀德支行，收款人常州市永祥车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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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2014 年 7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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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杨青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友邦建材经营部业主）因

银行承兑汇票遗失，票号 10300052 24311021，票面金额 50000
元，出票日期 2014年 1月 25日，汇票到期日 2014年 7月 25日，
出票人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付款行中国农业银行常州城区支行
营业部，收款人江苏鑫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4年 8
月 25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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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俱伟宾因遗失江苏海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办理的江苏文凤化纤集团有限公
司汇给南通鹏发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票面金额 50000 元，
票号 31400051/24629363 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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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南京安顺活性白土厂因丢失银行承兑汇票壹张，票
号 31000051 22278304，面额人民币 17 600 元，出票人国药控
股国大药房沈阳连锁有限公司，收款人国药控股国大天益堂药
房连锁（沈阳）有限公司，付款银行浦发沈阳分行营业部，出票
日期 2013 年 7 月 23 日，到期日 2014 年 1 月 23 日，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予以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做出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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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太原市源亚圆矿山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因于 2014 年
3 月 16 日不慎将持有的汇票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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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汇票号码为
31300052、25084735；出票金额为 10 万元整；出票人为山西高
平科兴云泉煤业有限公司；付款人及承兑人名称为晋城银行高
平市支行； 收款人为高平市大鹏物资贸易中心； 出票日期为
2014年 1月 14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4年 7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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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高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山市骏驰纸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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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票号码：10400052/24464457；出票人：江山市永
盛纸制品有限公司；收款人：江山市骏驰纸制品有限公司；付款
行：中国银行江山支行营业部；出票日期：2014 年 3 月 28 日；到
期日期：2014年 9月 28日；票面金额：50000元。 最后的持票人
为该案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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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江山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山市骏驰纸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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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票号码：10400052/24463998；出票人：江山市永
盛纸制品有限公司；收款人：江山市骏驰纸制品有限公司；付款
行：中国银行江山支行营业部；出票日期：2014 年 3 月 28 日；到

期日期：2014 年 9 月 28 日；票面金额：100000 元。 最后的持票
人为该案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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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江山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山市骏驰纸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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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票号码：10400052/24464000；出票人：江山市永
盛纸制品有限公司；收款人：江山市骏驰纸制品有限公司；付款
行：中国银行江山支行营业部；出票日期：2014年 3 月 28 日；到
期日期：2014 年 9 月 28 日；票面金额：100000 元。 最后的持票
人为该案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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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江山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山市骏驰纸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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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票号码：40200051/24404418；出票人：江山市永
盛纸制品有限公司；收款人：江山市骏驰纸制品有限公司；付款
行：江山合作银行营业部；出票日期：2014年 3月 13 日；到期日
期：2014 年 9 月 13 日；票面金额：200000 元。 最后的持票人为
该案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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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江山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崇盛冶金氧枪有限公司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

丢失（汇票号码为 1040005224325809，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3 月
17 日，到期日为 2014 年 9 月 17 日，出票人天铁热轧板有限公
司，票面金额为 18 万元；收款人天津铁厂，开户行为工行天铁
支行，付款人邯郸分行涉县支行），持票人为申请人，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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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涉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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