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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3月4日（总第6253期）

本院于2014年5月22日受理的原告威海华东修船股份有限
公司诉被告西达克凌公司 （C DUCKLING CORPORA-
TION） 船舶修理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采取海事请求保全措
施，对停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石岛港的被告西达克凌公司所属
的巴拿马籍“金鹅”（M/V GLORY COMFORT） 轮予以扣
押。因原告威海华东修船股份有限公司提出拍卖船舶申请，本
院于2015年1月7日作出 （2014） 青海法海商初字第627-2号
民事裁定，裁定拍卖被告西达克凌公司所属的巴拿马籍“金
鹅” 轮 （M/V GLORY COMFORT）。现已成立“金鹅”
（M/V GLORY COMFORT） 轮拍卖委员会，定于 2015 年 4
月 9 日上午 10 时在本院石岛法庭对“金鹅”（M/V GLORY
COMFORT） 轮进行公开拍卖；凡愿参加竞买者，可于2015
年4月7日前，向“金鹅”（M/V GLORY COMFORT）轮拍
卖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并交纳竞买保证金美元300万元（该
委员会所在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荣成市石岛管理区中
华人民共和国青岛海事法院石岛法庭；联系人：张波、张晓
昱；联系电话：+86 631 7288 336/7378 789；传真：+86
631 7378 789）。凡与该轮有关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
拍卖中受偿的权利。 青岛海事法院

梁锡照、雷优珍：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刘瑞龙与被申请执
行人梁锡照、第三人雷优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梁锡
照、雷优珍在2015年4月2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
就是否追加第三人雷优珍被执行人进行听证，请准时参加。逾期
拒不参加的，将视为放弃相关权利。被申请执行人梁锡照、第三
人雷优珍应当在2015年4月21日前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
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当
事人没有证据或者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
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广东]台山市人民法院

陈梓明、吕玉群：本院受理张国华申请执行陈梓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 【案号：（2002） 四法执字第126号】，申请人张国
华向本院提出追加吕玉群为本案被执行人，已审理终结。本院
裁定追加吕玉群为上述案件的被执行人，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4）肇四法民一执加字第12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书
面执行异议，同时提交有关证据材料。

[广东]四会市人民法院
张玉玲：本院受理哈尔滨市阿城区档案局申请强制执行非

诉执行一案，经审查本院作出 （2015） 阿行非执字第5号行政
裁定书，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哈尔滨市阿城区档案局于2014 年9
月11日作出的“哈阿档行罚字（2014）第1号档案行政处罚决
定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阿行非执字第5号行政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
孙继明、孙立国：我院于2015年1月23日立案受理2015

方法执字第125号126号127号李云生申请执行孙继明、孙立国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因无法查找你的下落，本
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2015）方
法执字第125号、126号、127号执行裁定书。限你于公告期满
后七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及本案执行费。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对保
全房屋评估拍卖。 [黑龙江]方正县人民法院

谭华平: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市分行
申请执行 （2015） 郴苏诉执字第246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送达期满7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履行。

[湖南]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
王四平: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市分行

申请执行 （2015） 郴苏诉执字第247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送达期满7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履行。

[湖南]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
李泽芬: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市分行

申请执行 （2015） 郴苏诉执字第248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送达期满7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履行。
[湖南]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

彭振艺、魏荣龄：本院受理执行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分行诉彭振艺、魏荣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拒
不履行本院(2013)东民初字第136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已作出
查扣、冻财产 （2015） 东执字第85-1号执行裁定书和拍卖抵
押房产的 （2015） 东执字第85-2号执行裁定书。现依法向被
执行人彭振艺、魏荣龄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和本院（2015）东
执字第85-1号、第85-2号执行裁定书及将你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的执行决定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被执行人未按期履行，应于公告期满之日起7日内搬
出抵押房产南昌县象湖路101号南昌居住主题公园住宅区1栋2
单元201室住房，如未按期搬出，应于公告期满之日起第8日
（节假日顺延） 到该房处配合本院清房，逾期未到，本院强制
清房，并于公告期满之日起第15日（节假日顺延）到本院505
室参加摇号公选评估机构，依法评估拍卖该房。

[江西]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
肖进庭、肖芳罗、无锡金都房地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与肖进庭、肖芳罗、
无锡金都房地产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执行一案，依法委托江
苏国衡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无锡市金都花园
22-197-403房地产进行评估，现已作出苏国衡 （2014） 房估
字第F1237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评估价值为63.18万元）。现予
以公告送达，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
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江苏]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
任春红：本院受理的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振华支行

与江苏任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任春军、倪华安、任春红、江
阴博格机械制冷技术有限公司、江阴烨星铜业发展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依法委托无锡市公信土地房地产评
估咨询有限公司对任春红所有的座落于无锡市中山路188-190
房地产进行价格鉴定评估，现已作出公信评估（2014）第S089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评估价值为533.85万元）。现予以公告送
达，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
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江苏]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
申振江：本院受理袁志红诉申振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

人袁志红申请执行（2013）包昆民初字第1305号民事调解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 昆执字第 1053 号执行通知书及
（2014）昆执字第1053-1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

贺军：本院受理王卫国诉贺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
王卫国申请执行（2013）包昆民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内蒙古瑞驰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的内
蒙瑞驰 （2014） 鉴字第 027 号、内蒙瑞驰 （2014） 鉴字第 040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及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3）
包昆执字第 380－2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

内蒙古仟草原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焦保康、
董志政、孙树根、王改叶、王日卯、王勇、武秀兰、孙军卿、王
长命、张万年、冯俊霞与你公司劳动争议纠纷11案，本院作出
的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你公司至今未履行法律文书所确
定的义务，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包通和评估字（2014）第
12-02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及（2013）达执字第393号、（2013）达
执字第403号拍卖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该评估结果有异议，应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书面
提出。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在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拍
卖。 [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人民法院

朱智明、郭永旺、陈超丰：本院受理山西钱龙小额贷款有
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本院 （2013） 尖民初字第546号民事判决
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表、申报
财产状况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

费贵萍：本院受理王光明申请执行费桂萍借款合同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被执行人告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山西]交口县人民法院

张应宪、林恒贵：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2013）
金牛民初字第5049号民事判决书于2014年10月22日立案受理
蒋秋平申请执行你们其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 （2014） 金牛执字第1833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魏素一：佘吉成申请执行你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
案执行。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宏价评 （2014）
120号价格评估报告（估价标的为成都市金牛区金沙路88号11
栋1单元901号建筑面积为241.27平方米房屋一套及房屋内物
品）。房屋评估总价为2270833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对房地产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届满之日起10日
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义务，本院将依
法对上述房屋进行拍卖处置。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范中玉、樊秀：本院受理林巍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由于其他方不能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4） 双流执委字第 56-3 号执行裁定书及川诚信房评字
（2015） 020076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执行局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及评估报告，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
达。 [四川]双流县人民法院

程贵兰、陈忠友：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清江支
行申请执行你们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委托四川恒通房
地产土地评估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程贵兰所有的四川省郫县郫
筒镇安民街36号6栋2单元6楼2号（权0060446）房屋进行了
评估，评估价为71.71万元，室内物品评估价为3178元。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川恒通评房字[2014]480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川中联恒通评资字[2014]098号资产评估价报告，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该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逾期不提出，定于公
告期满后的第15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技术室公开选
择确定拍卖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放弃权利，所选定的评估拍卖
机构不再另行公告。本院将依法拍卖该房产。

[四川]郫县人民法院

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

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送达执行文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龚德家龚德家 杨晓梅杨晓梅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方卓迪方卓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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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调整逐步取齐

误区一：倾斜保护行人和非机动车一方

交通事故居高不下 赔偿额连年攀升

杨某驾驶小型轿车在路口左转时，
适遇朱某驾驶无牌二轮摩托车搭载陈某
驶至，结果两车发生碰撞，造成朱某和陈
某受伤及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
生后，杨某立即刹车停下查看，见一辆二
轮摩托车和两名男子均倒在地上，旁边
虽有路人观看，杨某由于害怕还是驾车
离开，但在事发后12小时主动到交警部
门协助调查处理事故。后交警部门认
定，由杨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朱某和
陈某不承担事故责任。

【法官说法】根据法律规定，在道路
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
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
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
报告执勤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据此，法院认为肇事司机杨某
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负有立即停车保护
现场以及抢救伤员的法定义务。现其因

为害怕驾车离开现场，在时隔12个小时
后才去交警部门处理交通事故，已违反
了上述法律规定。由此可认定，杨某存
在逃离现场的行为并构成逃逸。

交通事故发生后，车辆驾驶人和行
人首先应当保持镇定，并在第一时间立
即停车，并时刻保持“三个意识”维护合
法利益：一是报警意识。交通事故致人

伤亡的，均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并等待交
警对现场进行勘查、清理完毕后方可离
开。二是取证意识。发生事故后致人伤
亡的，在不得不挪动伤者前，可利用手
机或其他摄影器材及时拍照、录影存
证。对于需要送往医院的，非急迫情形
不可使用肇事车辆运送伤者，以免破坏
现场。三是保险意识。无论当事人是否
自行协商解决赔偿事宜，都应及时通知
保险公司，并要求保险公司尽量到现场
勘验。

针对目前交通事故案件的审理
特点，广州中院重点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统一赔偿金适用标准。在
承认目前全国范围内区分城镇和农
村标准的合理性的前提下，建议在
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试点逐步取消
城镇和农村户籍人员在人身损害赔
偿计赔方面的差别，参照国家赔偿
法的规定，不区分身份、地域差别，
统一适用该地区人均收入和支出标
准计算人身损害赔偿数额。

二是合理调整交强险赔偿责任
限额。交强险的损失填补功能随着
经济水平和物价水平的上涨在不断
削弱，由于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费用
因地区经济水平不同而存在较大差
异，建议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时
上调交强险责任赔偿限额，切实发
挥交强险作为强制性保险的社会保
障功能。

三是规范流动人员管理，加强
居住证明真实性审查。建议加强对
流动人口的登记、核查和备案等管
理，完善居住证明和登记管理制度，
规范外地务工人员居住工作证明材
料的出具。

四是进一步规范司法鉴定程
序。广州中院通过司法建议和参与
司法鉴定执业规范座谈会等形式，
多次提出完善司法鉴定的相关建
议，以使司法鉴定意见真实、准确地
反映当事人的伤残情况。

五是加强舆论宣传，普及交通
法规和交通事故纠纷处理的法律知
识，提高公众维权意识。积极通过
新闻媒体加大对交通违法现象的曝
光力度，加强交通事故典型案例宣
传，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合作，
积极开展法官送法活动，进一步普
及和宣传相关法律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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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标准仍存“差异”
广州中院对近四年受理的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进行梳理
和分析，发现该类案件总体呈现出
以下特点：

一是收案数量居高不下，案件
区域分布不平衡。统计显示，近四
年广州地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案件年均收案近万件，案件总量
一直处于高位运行态势。案件区域
分布不均衡，排在前四位的均为城
郊辖区，受理数量占全市一审案件
的62%。据分析，这是因为广州车
辆驾驶人新手增多，城乡结合部人
车混行，道路设施不完备，“五类车”
管理混乱，加上部分辖区内加工型和
劳动密集型企业集中，重型运输车辆
往来频繁，增加了事故危险程度。

二是赔偿标准年年攀升，近四
年标的总额突破20亿元。一方面，
在于伤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
误工费等人身损害项目赔偿标准逐
年随经济水平上升而调高。另一方
面，受害人对非医保医疗费、残疾医

疗器具费用等请求都呈现上升趋
势。案件标的额上升带来的另一后
果是导致交强险对受害人损失的填
补功能逐步削弱。如2013年广州
中院审结的此类案件中，35%的案
件的赔偿请求总金额超过交强险
12万元的赔偿责任限额，交强险责
任限额的设置不合理已严重影响了
其保护受害人基于道路交通事故获
得基本赔偿的功能。

三是涉外地户籍人员案件占八
成，赔偿标准适用仍存争议。统计
数据显示，广州市交通事故纠纷案
件当事人主体中，非广州本地户籍
的比例高达80.2%。外地户籍人员
案件占比重，导致赔偿标准适用存
在较大争议。据统计，广州市的一
审交通事故案件中，就赔偿标准问
题提起上诉的案件，占全部上诉案
件的55.7%。据不完全统计，广州中
院超过80%的二审判决支持了受害
人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应赔偿项
目的请求。

2013年 1月 4日 20时 43分，杨某驾
驶中型厢式货车行驶至某城郊路段，避
让车辆时碰撞到停留在车道上的行人陈
某、梁某、甘某。梁某、甘某受伤，陈某倒
地后被无名氏驾车经过时碾压，当场死
亡。事故发生后，无名氏驾车逃逸。后
交警部门对造成梁某、甘某、陈某受伤的

交通事故作出责任认定：杨某承担事故
的主要责任，行人梁某、甘某、陈某承担
事故的次要责任。对造成陈某死亡的交
通事故则认定：无名氏承担事故的主要
责任，杨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行人陈
某无责任。之后，陈某的家属向肇事货
车司机、车主及保险公司追付赔偿未果
诉至法院。

【法官说法】本案中，陈某死亡的
结果属于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
成同一损害的情形，案件争议焦点之一

在于如何划分交通事故责任。死者陈某
在车行道上停留才造成其与杨某驾驶
的车辆发生第一次碰撞，其自身的过
错行为与其被撞受伤倒地的损害结果
有直接因果关系，也是导致其再被无
名氏驾车经过时碾压死亡的原因之
一。因此，对于造成陈某死亡的损失
应当由其自行承担 10%的责任。其余
90%责任的分配，考虑到杨某与无名氏
对造成陈某死亡结果的过错责任大小，
分别由杨某承担90%中的40%，由无名

氏承担90%中的60%。
由于行人、非机动车一方对于道路

交通风险控制能力和自我保护措施劣于
机动车一方，我国法律对行人、非机动车
一方给予了倾斜性保护，但这一原则不
能随意滥用，审判实践仍会依法根据行
人、非机动车一方的过错程度适当减轻
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上述案例表
明，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发生事故，
并非都是要机动车负全责，而是根据双
方过错情况确定责任分担。道路交通各
方参与者遵守交通规范，不仅确保人身
安全，而且是事故发生后主张权利的正
当性的必要前提。

邵某无证驾驶无牌二轮摩托车搭载
小英至某路口，遇李某驾驶一辆超载的
重型货车，双方避让不及发生碰撞，造
成邵某、小英二人受伤及两车部分损
坏的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由
邵某、李某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小
英不承担事故责任。重型货车的司机
和车主均为李某，该车在某保险公司
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以下简称交强险） 和 30 万元的商业
第三者责任险 （以下简称商业三者
险），含不计免赔率险。邵某因本次事
故造成六级伤残，起诉至法院，请求

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
内赔偿损失。

【法官说法】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对于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
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
由，保险人仅负有提示义务。车辆超载
是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李某和保险公
司所签的商业三者险合同已约定出现超
载情形时增加10%的绝对免赔率。同时
还约定，保险条款列明的免赔金额之外

的绝对免赔额、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机
动车违反装载规定而增加的免赔金额
等，均属于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范围。
以上条款通过将字体加粗加黑的方式进
行提示后，保险公司已履行了提示义
务，因此以上条款已经生效。法院因此
支持了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中增加
10%免赔额的请求。

目前，广大机动车车主普遍同时投
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由于各保险公

司制定的免责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投
保人只有接受或离开两种选择，因此
要充分发挥商业险的风险分散作用，
则应注意规范日常车辆驾驶行为。机
动车驾驶人员要杜绝无证驾驶、酒后
驾驶、车辆未年检上路、超限超载等
不良行为，从而有效减少和避免交通事
故的发生。同时，根据商业三者险条
款，精神损害抚慰金、停运损失等不属
于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范围，受害人主张
上述赔偿项目的，根据受害人请求，在
交强险范围内赔偿或者由侵权人直接赔
付。

误区二：投保了即由保险公司全赔

误区三：停车检查后离开不算逃逸

⇨⇨上接第一版 人民政协要认真贯彻
中共中央要求，坚持改革创新，加强制
度建设，提升履职能力，更好发挥作
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
作用，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
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受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委托，全国政协副主席齐续春
向大会报告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以来
的提案工作情况。政协十二届二次会
议以来，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
和各专门委员会，认真贯彻落实中共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聚焦改革发展和依法治国中的重
大问题，积极通过提案履行职能。一
年来，共提交提案 6101 件，其中，大
会提案 5875 件，平时提案 226 件。经
审查，立案 5052 件，其中，委员提案
4663 件，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

联、政协各专门委员会等提出集体提
案 389 件。总体看，提案内容丰富、
重点突出，问题导向鲜明、针对性
强，体现了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
位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截至 2015
年 2 月 20 日，已办复提案5046件，办
复率为99.8％。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还有：马
凯、王沪宁、刘延东、刘奇葆、许其
亮、孙春兰、孙政才、李建国、李源
潮、汪洋、张春贤、范长龙、孟建柱、
赵乐际、胡春华、栗战书、郭金龙、韩
正、赵洪祝、杨晶、王胜俊、陈昌智、
严隽琪、王晨、沈跃跃、吉炳轩、张
平、向巴平措、艾力更·依明巴海、万
鄂湘、张宝文、陈竺、常万全、杨洁
篪、郭声琨、王勇、周强、曹建明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有关
部门负责人应邀列席开幕会。各国驻华
使节应邀旁听开幕会。

⇨⇨上接第一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

化改革，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这两个要求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重
要抓手。依法治国能够保证我国持续稳
定和谐发展，保证改革深入推进。”全国
政协委员高炜精神振奋，满怀期待。

“去年，人民法院纠正了多起冤假
错案，真正体现了有错必纠的勇气和实
事求是的态度！”温文尔雅的黄强委员
高度赞赏人民法院为纠正冤假错案作出
的不懈努力。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
治成为委员们高度关注的话题，成为采
访中热烈互动的内容。其中，人民法院
着力推进的司法改革屡屡被委员们提
及。

陈德委员说：“我注意到，知识产
权法院去年在北京、上海、广州相继成
立，这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举措。

有了这样的专门法院，知识产权就会得
到更加有力的保障，高新技术企业就会
做大做强。”

而自称法院老朋友的王兴东委员谈
起司法改革更是如数家珍：成立最高人
民法院巡回法庭，成立跨行政区划法
院，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庭，规范减刑假
释……他由衷地感叹：“去年人民法院
的改革力度真的是特别大！”

不只是法院内部的司法改革，环
保、农民工权益等社会热点话题同样离
不开“法”。梅兴保委员说，要治理雾
霾，环境执法的力度一定要到位。何香
久委员说，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尤其是
解决农民工讨薪问题，法院的作用不可
或缺。法治，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二法门。
下午3时，雄壮的国歌在人民大

会堂响起，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正式开幕。

“广泛团结参加人民政协各党派
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高举爱国主义、
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
主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国
政协主席俞正声代表政协第十二届全
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
作。

谈到 2015 年重点工作，俞正声
指出，要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积极
献计出力。“认真贯彻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重大战略部署，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好发挥人

民政协的协商资政作用和民主监督作
用。”

可以预见，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建言献策，将成为政协 2015 年工作
的重点内容。

下午4时20分左右，走出大会堂
的委员们依然绕不开记者们关于法治
的话题。

这一边，崔永元委员被记者们团
团围住，谈的最多的还是转基因问
题。他说现在不是安全不安全的问
题，没有经过严格审批手续的转基因
农产品，法律根本不允许种植和销
售。

那一边，丁金宏委员正被问及深
圳建设一流法治城市与经济改革的关
系……

3月的北京，春天的故事正在续
写，法治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变为现
实！

法治春天意浓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