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94

PEOPLE`S COURT DAILY http://www.rmfyb.com

邮发代号：1-174 总第6740期
2016年8月 日 星期二2

本报北京8月1日讯 （记者 罗
书臻）今天上午，由最高人民法院建立
的“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
正式开通运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
强出席开通活动并讲话。周强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精
神，依法履行审判职责，充分发挥全
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的重要作
用，开拓破产案件审判新局面，为深
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有力司
法服务和保障。

周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
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
经济手段、法治办法化解产能过剩，完善
企业退出机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在处置“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司法部门要依法
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人民
法院始终高度重视企业破产案件审判工
作，积极发挥破产审判职能，近年来依法
妥善审理了一批企业破产案件，促进发
挥了破产法律制度对于优化资源配置、
规范市场秩序、公平保护各方权益、服务
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周强指出，开发建设“全国企业
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是人民法院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
领导小组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
举措，对于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推动
完善企业破产制度、促进市场出清，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
义。信息网通过“破产案件全覆盖、
利益主体全覆盖、法律流程全覆盖”，
将债权人、债务人企业、市场投资

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以及人民法院紧
密联系在一起，既可以实现企业破产
程序的高效便捷启动，又有利于落实
破产案件各环节正当法律程序，实现
依法公平保护。信息网是人民法院破
产案件审判工作对外公开的窗口，也
是破产案件利害关系人表达诉求、行
使权利的通道，对加快建设“智慧法
院”，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
阳光司法机制将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周强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重要
讲话精神，充分发挥破产审判职能，为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有力司
法服务和保障。要坚持“尽可能多兼并
重组，少破产清算”的思路，既有效运
用破产清算方式淘汰劣质企业和落后产
能，又充分运用破产重整手段促进具有
经营价值的企业、产能兼并重组，实现
规模经济效益。要通过公正高效的破产
审判工作，解决“僵尸企业”长期以来
累积的各类深层次矛盾，促进建立完善
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要充分运用信息
网推动企业破产案件审理工作，依法督
导各地法院规范破产案件审理，善于通
过信息网的数据统计、数据检索等功
能，分析研判企业破产案件情况，及时
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升破产案
件审判水平。

周强要求，要不断完善和推广使用
信息网。要在确保增量数据及时录入信
息网的同时，加快填充有关存量数据，
确立信息网在企业破产大数据方面的枢
纽地位。 ⇨⇨下转第二版

“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开通运行 周强强调

以信息化开拓破产案件审判新局面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图为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开通。 孙若丰 摄

本报北京8月1日讯 （记者 罗书
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以下简称《规
定一》，全文见今日三版）和《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
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规定
二》，全文见今日三版），分别就我国管辖
海域的司法管辖与法律适用相关问题进
行了明确，这两个司法解释将自2016年8
月2日起施行。

《规定一》明确，我国管辖海域是指中
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
济区、大陆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
的其他海域，中国公民或组织在我国与有
关国家缔结的协定确定的共同管理的渔
区或公海从事捕捞等作业的，也适用《规
定一》。

根据《规定一》，中国公民或者外国人
在我国管辖海域实施非法猎捕、杀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或者非法捕捞水产品等犯
罪的，依照我国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规定一》明确，有关部门对非法进入
我国内水从事渔业生产或者渔业资源调
查的外国人，作出行政强制措施或行政处
罚决定，行政相对人不服的，可向有关机
关申请复议或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规定一》明确，因在我国管辖海域内
发生海损事故，请求损害赔偿提起的诉
讼，由管辖该海域的海事法院、事故船舶
最先到达地的海事法院、船舶被扣押地或
者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管辖。因在公海
等我国管辖海域外发生海损事故，请求损
害赔偿在我国法院提起的诉讼，由事故船
舶最先到达地、船舶被扣押地或者被告住
所地海事法院管辖。事故船舶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船舶的，还可以由船籍港所在
地海事法院管辖。

根据《规定一》，在我国管辖海域内，
因海上航运、渔业生产及其他海上作业
造成污染，破坏海洋生态环境，请求损害
赔偿提起的诉讼，由管辖该海域的海事
法院管辖。污染事故发生在我国管辖海
域外，对我国管辖海域造成污染或污染
威胁，请求损害赔偿或者预防措施费用
提起的诉讼，由管辖该海域的海事法院
或采取预防措施地的海事法院管辖。

《规定二》明确，当事人因船舶碰撞、
海洋污染等事故受到损害，请求侵权人
赔偿渔船、渔具、渔货损失以及收入损失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未取得捕捞
许可证从事海上捕捞作业而主张上述收
入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规定二》明确了偷越国（边）境，非
法进入我国领海属于“情节严重”的几
种情形，即经驱赶拒不离开的；被驱离
后又非法进入我国领海的；因非法进入
我国领海被行政处罚或者被刑事处罚
后，一年内又非法进入我国领海的；非
法进入我国领海从事捕捞水产品等活
动，尚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等犯罪的
等。

就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规定二》明
确下列情形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非
法捕捞水产品一万公斤以上或者价值
十万元以上的；非法捕捞有重要经济价
值的水生动物苗种、怀卵亲体二千公斤
以上或者价值二万元以上的；在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内捕捞水产品二千公斤
以上或者价值二万元以上的；在禁渔区
和禁渔期内使用禁用的工具或者方法
捕捞的；在公海使用禁用渔具从事捕捞
作业，造成严重影响的等。

《规定二》对非法采捕珊瑚、砗磲以
及其他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属于

“情节严重”的情形也作了规定，即非法
采捕价值在五十万元或非法获利二十
万元以上的，如非法采捕价值或非法获
利达五倍以上，则要被认定为“情节特
别严重”。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珊瑚、
砗磲或者其他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情节严重”的标准为价值在
五十万元以上或非法获利在二十万元
以上的，价值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或非
法获利在一百万元以上则要被认定为

“情节特别严重”。
《规定二》明确，行政机关在行政诉

讼中提交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
形成的，符合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证
据，可以作为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
依据，但如调查人员不具有所在国法律
规定的调查权或证据调查过程不符合
所在国法律规定，以及证据不完整的等
情形，则不得作为定案依据。

《规定二》明确，行政机关对停靠在
渔港，无船名、船籍港和船舶证书的船
舶，采取禁止离港、指定地点停放等强
制措施，行政相对人以行政机关超越法
定职权为由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无船名、无船籍港、无渔业船舶
证书的船舶从事非法捕捞，行政机关经
审慎调查，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将
现场负责人或者实际负责人认定为违
法行为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规定二》明确，外国公民、无国籍
人、外国组织认为我国海洋、公安、海关、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
管理机构等执法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
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据行政诉讼
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提起行政诉讼。

明确海域司法管辖法律适用 维护我国领土主权海洋权益

最高法院发布审理我国
管辖海域相关案件司法解释

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
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和《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
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
简称涉海司法解释）。上述涉海司法解
释发布后，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接
受了记者采访，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
提问。

记者：涉海司法解释于2016年8月
2日起正式施行，请问该司法解释的起
草背景是什么？

负责人：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
党和政府历来重视海洋管控和治理。
长期以来，人民法院对东海、南海包括
中沙、西沙等我国管辖海域行使司法
管辖权。涉海行政部门也对我国管辖
海域一直不间断地进行海上治安执法
和渔业综合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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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
路”战略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进一步凸显海洋在国家安

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随着海
洋资源开发与利用、海上航运、海上工
程建设的蓬勃发展，涉海案件也随之
增多，再加上涉海案件本身涉外性强
的特点，对人民法院如何积极行使海
上司法管辖以及有关法律的一般性规
定在涉海案件中如何具体适用，提出
了一些需要统一认识的新问题。渔
政、海洋等行政主管部门，也多次就进
一步提高海上执法规范化水平、证据
审查认定标准等问题，建议通过司法
解释进行明确。 ⇨⇨下转第二版

依法积极行使海上司法管辖权 统一涉海案件裁判尺度
——最高法院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罗书臻

本报讯 7月30日和31日，刚刚结
束对香港、澳门访问后，最高人民法院党
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徐家新在广东省珠
海市调研。他强调，各级法院要以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
认真学习贯彻不久前在吉林省长春市召
开的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和全国高
级法院院长座谈会精神，结合地方实际，
加强实践探索，以时不我待、敢于担当的
勇气和“钉钉子”精神，坚定不移地推进
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为建立公正高
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作出新的贡献。

调研期间，徐家新考察了珠海市
中级人民法院、横琴新区及横琴新区
人民法院，听取了广东高院、珠海中院
和横琴新区法院推进司法改革和加强
队伍建设情况汇报，同珠海中院、横琴
新区法院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了座谈。

徐家新指出，横琴新区法院是乘
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的东
风成立的，可谓生逢其时；其运行与新
一轮司法体制改革部署几乎同步，可
谓改革的先行者和试验田。横琴新区
法院挂牌两年多来，坚持以改革开路，
以改革为动力，充分利用机构设置新、
运行机制新、人员管理新的有利条件，
先行先试有关司法改革措施，在审判
权运行机制改革、人员分类管理、内设
机构改革等方面创造了一批可推广、
可复制的经验。周强院长在今年全国
两会工作报告中对此予以充分肯定。

徐家新强调，不久前召开的全国
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和全国高级法
院院长座谈会，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
议，会议充分肯定了改革取得的成
绩，总结了成功经验，对推进下一步
的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作出了新部
署。 ⇨⇨下转第二版

徐家新在珠海调研司法改革时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长春会议”精神
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人民法院司改任务落实

本报北京 8 月 1 日讯 （记者
郭京霞 通讯员 郭海丽 程 颖）
今天，北京市昌平区在全区政法系统
举行马彩云烈士先进事迹报告会，昌
平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鲁亚在听
完马彩云事迹后动情地表示：“马彩
云法官用一腔热血践行了人民法官捍
卫公平正义的职业追求，用实际行动
书写了一部生动的党性教材，谱写了
一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赞歌。”

马彩云生前系北京市昌平区人民
法院回龙观人民法庭审判员，在法院
工作15年，年均结案近400件。2016
年2月26日晚，马彩云法官为避免无
辜群众受到伤害，在同犯罪分子的激
烈斗争中，不幸英勇牺牲，年仅 38
岁，殉职后被追授为“全国模范法
官”，并被评定为烈士。

报告会上，马彩云的丈夫、昌平
法院法警李福生深情追忆了和马彩云生
活上互相关爱、事业上互相促进的点点

滴滴；昌平法院回龙观法庭驻庭调解
员程丽珠讲述了马彩云从小勤奋努

力、心怀法治梦想成长为一名法官
的故事；北京市诚实律师事务所律
师白斌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视角出
发，回忆了马彩云专业细致、果敢
正义、尊重律师和当事人的办案经
过；昌平法院助理审判员孙豫萍讲
述了马彩云不忘初心、坚守法治信
念、感染和引领青年法官进步的励
志故事；昌平法院回龙观法庭庭长
曹松清讲述了马彩云多年来扎根基
层、坚守正义、一心为民的感人事
迹。

现场听众用感动的泪水和热烈
的掌声向马彩云法官致敬。北京市
公安局昌平分局龙园派出所政委张
永平告诉记者，“报告会使我深受
感动和教育，马彩云法官的事迹激
励我们每一名基层政法干警要时刻
铭记法治精神，坚持为基层群众解
难题、化纠纷，以勤勉务实的态度
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为维护社会安
全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

图为报告会现场。
佟 尧 摄

北京昌平举行马彩云先进事迹报告会

本报广州8月1日电 （记者 张
慧鹏 通讯员 潘玲娜）今天上午，广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隆重举行首批入额法
官宪法宣誓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
170余名法官举起右拳齐诵誓词。广东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龙云出席仪式并监
誓，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龚稼立领
誓，并代表法官发言。

参加此次宣誓活动的首批入额法官
共170余名，除院领导外，全部来自审
判一线，入额的院、庭领导都将要带头
办案。首批入额法官经过了考试、考核
及遴选委员会专业评审等程序，从400
多名具有法官职务的人员中选拔产生，
均具有较好的法律素养、较丰富的审判
工作经验，10 年以上法律工作经历的
占比达99.4%。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省委政法委、
省编办等有关部门负责人，部分省法官
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委员，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学者、律师、媒体记者以及干
警代表等300多人见证了这一活动。

图为宣誓仪式现场。徐志毅 摄

广东高院入额法官宪法宣誓
黄龙云监誓 龚稼立领誓

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1日电 （记
者 贾立君）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有关负责人向新华社记者证实，“呼格
案”专案组组长冯志明涉嫌受贿等罪
案，8月1日在呼伦贝尔开庭审理。

当日下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
院微信公众号“内蒙古检察”发布消息
说，8月1日，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原党
委委员、副局长冯志明受贿罪、贪污
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巨额财产来
源不明罪案，在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

该案由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向呼伦贝尔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
冯志明在担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赛罕区
公安分局局长、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党委
委员、副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其
他单位或个人在房地产开发、餐饮娱乐
经营等方面给予帮助，共收受财物合计

人民币450余万元；被告人冯志明利用
职务便利，以收入不入账、截留公款等
手段侵吞公款、公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50余万元；冯志明非法持有枪支4支和
子弹549发；冯志明的财产、支出明显
超过其合法收入，其对价值 3400 余万
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其行为构成受
贿罪、贪污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
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记者了解到，因冯志明系“呼格
案”专案组组长，此案的审理备受关
注，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1996 年，呼和浩特市“4·9”女
尸案即呼格吉勒图错案发生时，冯志明
担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区分局副局
长、专案组组长。2014 年 12 月 15 日，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判呼
格吉勒图无罪，2天后，时任呼和浩特
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志明，因涉嫌职务犯
罪，被检察机关带走接受调查。

“呼格案”专案组组长冯志明受审
有价值3400余万元不明来源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