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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9月6日（总第6093期）

申请人黑龙江天有为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 （票据记载：票号 1050005420102903，票面金额 300,
000.00元，出票人哈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及最后持票
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中国建设银行哈尔滨平房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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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达航电子设备（上海）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因遗失

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号 10300052 24941646，票面金额
148858.13 元，出票日期 2014 年 2 月 19 日，出票人悦虎电路
（苏州） 有限公司，收款人达航电子设备 （上海） 有限公司苏
州分公司，付款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市吴中支行营业部，汇票
到期日 2014 年 8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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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苏州市路盛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票号 31300051 32982631，票面金额 100000元，出票日
期2014年1月21日，出票人苏州天晟石材装饰有限公司，收款
人栖霞瑞光石材厂，付款行苏州银行木渎支行，汇票到期日
2014年7月21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
法予以公告。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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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江苏三一工程设备有限公司因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

不慎遗失，票号 10300052 22090318，票面金额 100000元，出
票日期 2013年 6月 18日，出票人苏州市安通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收款人苏州市相城区正通交通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付
款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相城支行，汇票到期日 2013年 12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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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无锡市械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因 所 持 编 号

30500053 24905955，票面金额50000元，出票日期2014年7月
9日，票据到期日 2015年 1月 8日，收款人无锡市械友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出票人无锡科普利环保装备有限公司，付款行中
国民生银行无锡梅村支行的承兑汇票一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票
据到期日或提示付款后一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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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无锡市械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因 所 持 编 号

30500053 24905953，票面金额50000元，出票日期2014年7月
9日，票据到期日 2015年 1月 8日，收款人无锡市械友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出票人无锡科普利环保装备有限公司，付款行中
国民生银行无锡梅村支行的承兑汇票一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票
据到期日或提示付款后一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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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无锡市械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因 所 持 编 号

30500053 24905954，票面金额50000元，出票日期2014年7月
9日，票据到期日 2015年 1月 8日，收款人无锡市械友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出票人无锡科普利环保装备有限公司，付款行中
国民生银行无锡梅村支行的承兑汇票一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票
据到期日或提示付款后一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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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无锡市械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因 所 持 编 号

30500053 24905942，票面金额70000元，出票日期2014年7月
9日，票据到期日 2015年 1月 8日，收款人无锡市械友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出票人无锡科普利环保装备有限公司，付款行中

国民生银行无锡梅村支行的承兑汇票一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票
据到期日或提示付款后一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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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市一诺照明电器厂因持有江苏银行常州分行营

业 部 签 发 的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壹 张 遗 失 ， 票 号 31300051
28906796，票面金额100000元整，出票人常州市琛骏纺织品有
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4年 4月 1日，收款人常州迈耀商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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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30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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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明祥电子有限公司因持有江南农商行常州分行
营 业 部 签 发 的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壹 张 遗 失 ， 票 号 31400051
25552075，票面金额 30000 元，出票人江苏楚东商贸有限公
司，出票日期 2014年 4月 1日，收款人常州市安奥商贸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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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30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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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强志科技有限公司因持有中国农业银常州市

天 宁 支 行 营 业 部 签 发 的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壹 张 遗 失 ， 票 号
10300052 24318014，票面金额40000元整，出票人常州市天利
控制器制造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4年 5月 5日，收款人常州
荣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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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11月 30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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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欣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票号00100041 29728373，票面金额10000元，收款人海安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出票行中国农业银行丹阳水关路分理
处，出票日期2014年5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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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立业机械装备有限公司神木分公司因遗失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营业部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号10400052
25467410，票面金额100000元，出票日期2014年2月17日，出票
人江苏天宝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收款人铜山县宏润纸箱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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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昌市乐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银行盱眙
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号 10400052 25460745，票
面金额 43196元，出票日期 2014年 5月 5日，出票人江苏辰光
纸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收款人南昌嘉研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经背书转让后由该申请人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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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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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盱眙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滁州市绿色联盟农资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民生银行
盱 眙 支 行 签 发 的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一 份 ， 票 号 30500053
24861365，票面金额 50000元，出票日期 2014年 7月 24日，出
票人盱眙联创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杭州勤琛贸易有限公司，
经背书转让后由该申请人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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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1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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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盱眙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王付良因持有交通银行泰州姜堰支行2014年4月29
签发的，2014年10月29日到期，票面金额30000元，出票人江
苏振昌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泰州振昌工业废渣综合利用有限
责任公司，票号 30100051 23421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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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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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特税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因持有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姜堰市支行于 2014 年 1 月 26 日签发的票号
10300052 21171408 号，票面金额 27500 元，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7 月 26 日，出票人江苏江山置业有限公司，收款人南京特
税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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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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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刘立秋（系肇东市瑞达锅炉换热设备厂的经营者）

因遗失编号30500053 23684246，金额5万元，出票人陕西西美
节能技术设备有限公司，收款人陕西西美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付款行中国民生银行西安长安路支行，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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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横店集团东磁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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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票据记载票号为：3130005223944700；票面金额为：100000
元；出票人为：乐山市国亨煤业有限公司；出票行为：乐山市
商业银行洪雅支行；收款人为：四川融臻投资贸易有限公司；
持票人为：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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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洪雅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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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海事法院成立之初，我国并没有专

门的法律，海事审判在诸多方面处于
无法可依的状况。1992 年海商法颁
布，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的海事审判
实体法。为建立健全海事诉讼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央的决定，于
1994 年开始组织起草 《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于 1999 年
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这标
志着我国海事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形
成。30 年间，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司法
实践的需要，陆续制定了关于涉外海
事诉讼管辖、诉前扣船、海上保险、
船舶碰撞等 21 个司法解释，逐步实现
了对常规性海事纠纷的“全覆盖”。

这30年的重量，集聚在行使海事司
法管辖权的担当上。

30年来，海事案件数量总体上以逐
年约 10%的幅度持续增长。截至 2013
年12月底，全国10个海事法院共受理各
类案件 225283 件，审结执结 215826 件，
结案标的额 1460 多亿元，涉及亚洲、欧
洲、非洲和南北美洲 70 多个国家和地
区。

海事审判在取得长足进展的同时，
还带动和促进我国兴起了一批海事律
师、海商法教学科研、海事仲裁、海事评
估鉴定等相关行业机构，形成了与我国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相适应的海事法治服
务保障体系。

（二）
时间是有色彩的。
这 30 年的色彩，是镌刻在海运贸

易中的绿色。
依法审理海事案件，规范海运贸易

秩序。应运而生的海事法院，成立之日
即被赋予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使命。

1984年11月26日，上海海事法院
于诉前裁定在上海港扣押希腊籍“阿加
米能”轮，率先表明我国海事法院采纳
海事请求人可以在诉前申请扣押船舶
（财产保全） 的国际通例。1992 年 12

月，厦门海事法院于诉前裁定对“大
丰”轮航海日志等相关证据予以保全，
对后来案件审理认定承运人倒签提单等
基本事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海事法院的
实践探索，率先将保全时间从诉讼中拓
展至起诉前，将保全对象从当事人的财
产扩大到证据和行为，填补了民事诉讼
法的空白。

海运是国际货物贸易的主要运输方
式 ， 约 占 海 陆 空 各 种 运 输 总 量 的
85％。海商法颁布后，国际海上货物运
输领域出现许多新问题。从事海事审判
的各级法院根据海商法的立法本意和国
际贸易发展状况，在海事审判中坚持依
法判决承运人承担不凭正本提单交付货
物的赔偿责任，逐步总结识别无船承运
人与货运代理人的标准，并向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近 10 年来，
航运市场主体的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国
有和外资大中型航运企业基本上很少卷
入无单放货、非法扣单等常规性货运纠
纷中来。

这 30 年的色彩，是映射在大海里
的蓝色。

通过司法手段保护海洋环境，是海
事审判的重要职能之一。1985 年，青
岛海事法院受理了“大庆232”轮油污
损害赔偿纠纷案，拉开了海事司法保护
海洋环境的序幕。上海海事法院在审理

“海利”轮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
通过就苯酚对海洋资源急性和亚急性毒
性试验，确定了该案中海洋环境污染损
害程度。天津海事法院、天津市高级人
民法院于 2002 年审理河北乐亭孙有礼
等18人诉迁安第一造纸厂等9企业近海
水域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在全国法院
中首次判决认定排污达标造成污染损害
也应承担污染损害赔偿责任，丰富了环
境污染归责原则的内涵。

解决环保案件诉讼难、认定海洋
环境公益诉讼适格主体、判决中明确
污染者不能以排污达标主张减免污染
责任、正确适用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的
特殊规则……一个个突破性进展为环

境公益诉讼立法和生态损害赔偿制度
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这 30 年的色彩，是闪耀在国家开
放舞台上的红色。

国家设立海事法院的初衷是保障海
上运输、对外贸易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发
展。广大海事法官牢记历史使命，妥善
裁判、调解了韩国籍“三湖蓝宝石”
轮、马耳他籍“第一海洋”轮等一批在
国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海事案件。审理
和执行“中威”案、“天裕”轮案等一
大批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海事案件，进
一步彰显了中国司法权威。30 年来，
各海事法院共审结执结涉外涉港澳台海
事案件64747件，结案标的额800多亿
元。

令人欣喜的是，随着我国海事审判
国际公信力的日益增强，近15年来，至少
有2000余件纠纷的外籍当事人有意选择
到我国海事法院申请扣船、起诉。我国
海事审判案例陆续被英国《劳氏法律报
告》、《劳氏海运与商业法律季刊》等有国
际影响的刊物刊载或者援用，成为国际
航运界、国际海事司法界关注和研究亚
太地区海事司法动态的一个重要参考。

（三）
时间是有味道的。
这 30 年的味道，是践行司法为民

之辛。
越是伟大的事业，越需要艰苦的付

出。全国 10 个海事法院不遗余力推行
司法便民利民措施。完善立案信访窗口
建设，推广邮寄立案、网上立案、电话
预约立案。开展“进企业、到港区、上
海岛、下渔村”等法制宣传、巡回审判
活动。开展就地立案、就地调解、就地
执行等一体化服务。推行视频开庭，方
便当事人、证人、鉴定人异地参与诉
讼。研发案件电子查询系统，建立电子
档案数据库，便于当事人通过数据终端
或者手机短信平台查询案件审理与执行
进度。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调解，
57%的一审海事案件得到顺利调撤。厦

门、宁波等海事法院与基层组织共同打造
“无讼渔区”、“无讼港区”、“无讼海域”，
每年将百余起纠纷在诉前予以化解。

这 30 年的味道，是树立司法公开观
念之鲜。

在百度输入“北海海事法院”，轻轻
一点，一个以白色和浅蓝色为基调的网站
即跳入眼幕，这就是北海海事法院于
2013 年 9 月开通的政务网站。通过该网
站，北海海事法院实现了以案件审理、执
行流程信息为重点的司法全面公开，实现
了网上立案、送达、调解等“一站式”诉
讼服务。

海事审判是我国法院最早利用互联网
等现代信息技术推行司法公开的领域。广
州海事法院于 1999 年开始探索在裁判文
书中直接公开合议庭法官的不同裁判意
见，被媒体誉为“透明的审判庭”。最高
人民法院民四庭于2002年1月1日开通了

“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网”，7个月后创
建网站英文版，集中公开全国生效海事裁
判文书和海事司法动态。各海事法院及其
上诉审高级人民法院相继开通了各自门户
网站、法院微博，有选择性地进行网络直
播。

这 30 年的味道，是发挥海事司法服
务能动作用之甜。

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各海事法院
及其上诉审高级人民法院紧紧围绕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将司法建议纳入常规工作机
制。厦门海事法院 2011 年向中国人民保
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提出一
项政策性渔工责任险的司法建议，促使该
保险公司修改保险条款、提高保险金额数
倍，惠及福建全省10万投保渔工。海口
海事法院博鳌法庭以保护渔民正当捕捞权
益为出发点，开展专项调研并提出司法建
议，助力南海远洋捕捞。大连海事法院于
2013 年向中国保监会发出一份海上货运
保险司法建议，促使中国保险行业协会解
决了海上货运保险中的法律难点，被辽宁
省委评为省直机关“最佳实事”。

时间会将曾经的辉煌留给历史，也将
无限的希望带给未来。党的十八大提出，
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
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
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未来，海事审判工
作将紧紧围绕国家开放战略和海洋强国战
略，向新的坐标迈进。

⇨⇨上接第一版 第八，严把非
诉行政案件的审查关，进一步扩
大裁执分离；第九，规范行政与
司法的互动，明确行政权与司法
权的界限；第十，开展超审限案
件清理工作，严禁久拖不结。

江必新强调，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之后，行政审判工作必
将迎来新的发展高潮。全国各
级法院从现在开始就要积极行
动 起 来 ， 勇 立 法 治 建 设 的 潮
头，积极创造制度机制体制和
组织条件，为行政审判即将到
来的高潮“推波助澜”。各级法
院领导要高度重视行政审判工
作，以敢于担当的精神支持行

政审判工作；要高度重视行政诉
讼法修改，密切配合全国人大做
好修法工作，力争解决影响行政
诉讼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根
据司法管辖区和行政管理区适当
分离原则，积极稳妥推进行政案
件管辖制度改革；要积极争取党
委、人大制定加强行政审判工作的
决定，把行政审判纳入当地法治建
设大局；要加强行政审判队伍建设
和党风廉政建设，实现行政审判队
伍的专业化、集中化和相对稳定。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常
松、各高院分管行政审判的副院长
和部分行政审判庭庭长参加了会
议。 （耿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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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

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
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
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
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
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
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
问题，不能割断历史。只有扎根本国土
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
也最管用。

习近平指出，中国实行工人阶级
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
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
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样一套
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
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
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
理；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
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
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
系，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够

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现代化建
设各项事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
平不断提高；能够有效维护国家独立
自主，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福祉。

习近平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
标，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
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我们的方向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
其他什么道路。后一句规定了在根本
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两句话都讲，
才是完整的。

习近平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关键是要增加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
特点，而不是要削弱和缩小我们的优势
和特点。我们要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党领导
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切实防止出现群龙

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我们要坚持国
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既保证人民依法
实行民主选举，也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
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切实防
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
问的现象。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
强社会各种力量的合作协调，切实防止
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我们
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
系，切实防止出现民族隔阂、民族冲突
的现象。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
治制度，发展基层民主，切实防止出现
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
我们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
原则，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
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
我们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化、规范化、程序化，更好发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为党和
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更加完善
的制度保障。

张德江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于我们全面贯彻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动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进一步动员和组织
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地投身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我们一定要认真
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讲话精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把讲话
精神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去，
坚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
献。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
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曾担任
过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以及
中央军委委员出席大会。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
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和
香港中联办、澳门中联办、全国台联主要
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
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
员，部分基层全国人大代表和部分在京第
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京全国政协常委，
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首都各界代表，中
央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外国和有关国
际组织驻华使节等约3000人出席大会。

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尽快提升行政审判
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30年，海事审判的中国运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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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

2006年，上诉人秦星伙同其男友陈
刚（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在湖南
省永州市零陵区潇湘中路柳子大酒
店旁租房经营“柳情缘休闲屋”（以
下简称“柳情缘”），并采取招募、
容留等手段组织蔡某某、陈某某、
王某某等多名女性在该店内或前往
宾馆等处卖淫。

2006 年 10 月 1 日下午，上诉
人周军辉到零陵区永州市职业技术
学院医学院对面东方红超市负一层

“快乐溜吧”溜冰，结识了被害人
张某某 （女，时年十岁），后周军
辉返回永州市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
附近的“漂亮宝贝”理发店上班。
之后，张某某来到“漂亮宝贝”理
发店，与周军辉一起吃晚饭。当
晚，周军辉将张某某带至永州市职
业技术学院医学院对面的“蓝色
吧”出租屋内看碟、留宿并发生了
性行为。次日上午，周军辉带张某
某离开了“蓝色吧”出租屋，在前
往“漂亮宝贝”理发店的途中，张
某某被其舅母发现带回家。

2006 年 10 月 3 日下午，张某
某再次到“漂亮宝贝”理发店找上
诉人周军辉，周军辉通过朋友“魏
勇”与陈刚联系后，将张某某带至

“柳情缘”，交由上诉人秦星安排张
某某卖淫。此后，周军辉多次从秦
星处领取张某某卖淫所得款共一千
余元，外出打工后又委托朋友魏治
敏继续领取张某某的卖淫所得款。
其间，张某某因不服从卖淫安排，
与秦星发生争吵并朝秦星脸部打了
一巴掌。陈刚见状朝张某某脸部打
了一下，周军辉闻讯赶来亦打了张
某某脸部一下，要张某某尊重老
板、听从安排。

2006 年 12 月下旬，张某某被
刘润、蒋军军、兰小强、秦某（均
系同案被告人，已判刑）接出饮酒
并被采取暴力手段强行奸淫。同月
30 日，张某某被其亲属找到并带
离“柳情缘”。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第
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强迫
卖淫、强奸、组织卖淫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
程序合法。鉴于周军辉、秦星强迫
卖淫的暴力、胁迫程度，犯罪情节
的恶劣程度尚未达到情节特别严
重，对二被告人以强迫卖淫罪判处
死刑立即执行量刑不当。本案复核

期间出现新的证据，可能影响对秦星
是否构成立功的认定，依法应予查
明。依法裁定不核准周军辉、秦星死
刑，将案件发回湖南高院重新审判。

湖南高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
进行了重新审理，并于今年7月25日
依法公开开庭，重点就秦星是否制止
同监人员周某某自杀的事实和证据
进行了法庭调查、辩论。经公开开
庭审理查明：2007 年 6 月 12 日下
午，上诉人秦星因本案被羁押在永
州市冷水滩区看守所 14 号监室期
间，同监人员周某某在监室放风场厕
所里用两件囚服打结挂在厕所墙上的
钢筋上上吊自杀，秦星随同监人员汪
某跑进厕所进行制止，随后与同监人
员一起将周某某从厕所抬出送到监室
床铺上。

湖南高院认为，上诉人周军辉、
秦星伙同他人利用被害人年幼、身心
脆弱、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特点，采
取暴力、胁迫等手段，强迫不满十四
周岁的幼女卖淫，其行为均构成强迫
卖淫罪。周军辉明知被害人是不满十
四周岁的幼女而与之发生性关系，其
行为构成强奸罪。秦星伙同他人采
取招募、容留等手段组织多名妇女
从事卖淫活动，其行为构成组织卖
淫罪。周军辉、秦星均犯数罪，应
依法予以并罚。在共同强迫卖淫犯
罪中，周军辉、秦星均起主要作
用，秦星在组织卖淫犯罪中也起了
主要作用，均系主犯，应按照其所
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周军辉、秦星
强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多次卖淫，
控制卖淫所得，其间被害人又被他人
轮奸，严重侵害了幼女的身心健康，
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情节、犯罪后果
严重，依法应当严惩。

鉴于上诉人周军辉、秦星强迫卖
淫的暴力、胁迫程度，犯罪情节的恶
劣程度尚未达到情节特别严重，原判
对其以强迫卖淫罪判处死刑立即执
行量刑不当。周军辉、秦星及其辩
护人提出原判量刑过重的理由和意
见部分成立，法院予以部分采纳。
但秦星及其辩护人提出秦星制止同
监人员周某某自杀的行为属于有利
于国家和社会的重大立功表现，法
院认为，秦星跟随汪某之后对周某
某自杀行为进行制止，与同监人员
共同实施解救的行为存在，应当予
以肯定，但不足以认定为立功，更
不足以认定为重大立功。

据此，湖南高院依法作出了上述
判决。

湖南高院二审重审宣判周军辉、秦星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