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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让强制亲职教育唤醒失职监护人
张女士 13 岁的女儿小婷(化名)被 26
岁的小刘以谈朋友为名多次性侵。小刘
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二个
月。考虑到小婷的母亲张女士对小婷疏
于监护，
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将
张女士纳入强制亲职教育名单，
对其进行
强制教育。据了解，
今年3月以来，
成都检
察机关在全国率先开启强制亲职教育未
成年人帮扶新模式，
并在4家基层院试点。
强制亲职教育针对的是监护职责缺
失的监护人，因为这些法定监护人没能
尽好自身职责，让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
路或是受到各种伤害，但这些监护人的
失责还没达到撤销监护人资格的程度，
对这些不称职的监护人就有必要进行强
制亲职教育。
这是在严惩与宽容失职监护人之间
设置的“缓冲地带”
，
相比于撤销失职监护
人资格，
对适合条件的失职监护人进行强
制教育，
有助于唤醒失职监护人，
认识到自
身存在的问题，
值得各地借鉴与推广。
不过在对适合条件的失职监护人进
行强制教育时，要避免泄漏未成年人的
隐私，也要避免让受害者家属受到二次
伤害，更不能让类似教育流于形式。要注
意保护好未成年人、受害人隐私，
也需要
对强制教育的效果进行追踪调查，看这
些失职监护人是否有所改变，看因为监
护人失职而受到伤害的未成年人境况是
否有所好转等等。
让失职监护人参加强制教育并不是
目的，只是手段，
让未成年人生活在良好
的家庭教育环境下才是目的。如果强制
教育没能收到好的效果，则需通过继续
加强强制教育、撤销其监护人资格等各
种手段去达到目的。一言以蔽之，
让未成
年人生活在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之下，
这是监护人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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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绿灯”罚单彰显法治示范价值

短评

电子信箱:pinglun@rmfyb.cn

行政案件如何繁简分流

微言大义

从 9 月 18 日开始，在深圳不仅不能
闯红灯，连绿灯也不能闯。当天，深圳交
警正式对机动车“冲绿灯”进行处罚，首
日开出 105 张罚单。
法律若不能有效执行，
不过一纸空文。
从这个意义上讲，
深圳对
“冲绿灯”
开罚单，
乃是依法执罚，
体现的正是法律的威严。
城市里诸如闯红灯、
“冲绿灯”、不礼
让斑马线等交通行为，可谓司空见惯，也
每每为人诟病。尽管交通秩序综合整治
一直进行着，但痼疾难除，追根溯源，单
靠一段时间的取缔和突击整治，只能看
到阶段性的成效，并不能长久。
治理交通违法行为不仅要回归教育
引导、舆论宣传的路子，更要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全民守法“一个都不少”。我们
常讲“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
前提”。
“冲绿灯”罚单具有鲜明的现实教
育意义和法治示范价值。一方面，它意味
着深圳治理交通秩序不是说着玩的；
另一
方面，罚单不是运动式的执法，而是常态
化执法的
“零的突破”
，
对那些试图破坏交
通秩序者是一种教育警示。
遵循这样的思路，要让思想上“知
道”变成行动上“做到”，既需“有法可
依”，更要“有法必依”，基本的落脚点在
严格执法上。
“冲绿灯”正式开罚，是法律
在态度鲜明地对习惯性违法说“不”。小
样本亦有大意义，也增强了公众对交通
秩序治理效果的期待。从根本上说，交通
问题就是人的意识问题。形成文明交通
习惯，不仅需要国家在法律制度上予以
保障，而且也需要每个人始终把“安全至
上”的意识放在首位，把文明行车的理念
贯之日常。
——徐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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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特别是
立案登记制实行后，行政诉讼案件数
量大增，为有效地优化配置有限的司
法资源，提高审判质量与效率，
推行行
政案件繁简分流改革，优化行政诉讼
简易程序势在必行。
一、
行政案件繁简分流的发展历程
案件繁简分流制度最早出现于民
事审判领域。随着审判实践的发展，
行政审判领域也开始探索试行行政案
件“繁简分流”
。在理论界对是否应对
行政案件进行繁简分流，是否应在行
政诉讼中增加简易程序等问题进行分
析、论证的过程中，
全国一些法院开始
了实践探索。如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人民法院、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
法院等。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三个
五 年 改 革 纲 要 (2009—2013)》明 确 规
定：
“ 推进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进程，促
进行政诉讼审判体制和管辖制度的改
革和完善。完善民事、
行政诉讼简易程
序，明确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
制
定简易程序审理规则。
”为了贯彻落实
改革纲要，2010 年 11 月 17 日，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并实施了《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
的通知》
（以下简称《简易程序试点通
知》）。
《简易程序试点通知》属于司法
解释性质文件，对于行政案件繁简分
流、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等问题从司法
解释的层面作出了总体规定。该通知
共八条规定，分别确立了行政诉讼简
易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 、时限规定、
庭审组织方式、传唤及庭审程序的简
化、转入普通程序审理的条件、
行政诉
讼简易程序试点法院的范围等规范。
至此行政案件繁简分流与行政诉讼简
易程序试点改革完成了“各界呼吁仿
照民事案件繁简分流，进行行政诉讼
简易程序改革——个别地方基层法院
先行试点——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专项
司法解释将试点改革推向全国”的发
展路径。
二、
行政案件繁简分流的现实效果
从《简易程序试点通知》发布并实
施以来，一些地方陆续确立了若干符
合试点条件的基层法院开展了行政案
件繁简分流，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
改革，整体推行效果良好。
在推行行政
诉讼简易程序的试点工作过程中，一
些试点法院将行政调解程序引入，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上诉率与申诉率。而
行政庭法官独任审理模式的适用，有
利于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避免
不必要的审判资源的浪费，克服合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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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虚置问题。
同时，
行政案件审理期限
的缩短，
也有利于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节约当事人应诉的时间、精力等隐形
成本。
对于前来应诉的行政机关而言，
也有助于行政资源的节约。
当然，
在取
得积极成效的同时，试点过程中亦存
在一些问题，繁简分流的标准尚需进
一步细化与明确，简易程序的设计应
进一步予以完善。例如上海市在推行
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时就遇到
的包括
“简易程序启动程序复杂，
适用
标准理解不一；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
可否转为简易程序审理不明确；简易
程序的具体操作规则存在漏洞，传唤
当事人的证据无法固定，当庭宣判与
协调化解存在矛盾”
等问题。此外，
亦
有专家学者对行政案件繁简分流、行
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改革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见解与改进的建议。
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回应行政案
件繁简分流、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
改革实践，
确立简易程序，
将行政案件
繁简分流、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确立为
我国行政诉讼的一项基本制度，以进
一步提高审判效率，
降低诉讼成本，
缓
解案多人少等矛盾。
以江苏省南通市为
例，
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
由于扩展
了受案范围且实施了立案登记制，
行政
案件数量呈井喷态势，
人案矛盾突出。
2015年，
南通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一审
行政诉讼案件1851件，
审结1492件，
收
案数与前一年相比增长 83.1%，
其中政
府信息公开类一审案件 437 件，
占案件
总量的23.6%，
同比增长115.3%。
为了应
对这种局面，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
《行政案件简易程序实施意见（试行）
》。
该意见拓宽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简
化了送达方式及裁判文书样式。据统
计，
2016 年以来，
南通全市法院已适用
简易程序审结各类行政案件 102 件，
平
均审理天数为31.5天，
较以往适用普通
程序的平均审理天数缩短了 50%以上，
减轻了当事人的负担，缓解了人案压
力。
三、以信息公开为切入点探索行
政案件繁简分流
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一直以来都在
行政诉讼中占据较大比重，
特别是新行
政诉讼法确立立案登记制后，
呈现井喷
态势的行政受案量中，
政府信息公开类
案件占据相当比重。
伴随着行政审判庭

案多人少矛盾的日益突出，
要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还有赖于源头分案机制及繁
简分流审理体制的全面构建。
从理论角度研究信息公开案件的
繁简分流，
首先，
要关注信息的基本属
性——实效性。信息的核心价值体现
在对现实情况的反映，因此过时信息
的价值将极大减少，这就决定了政府
信息公开及其救济都应当及时。
其次，
从诉讼制度的设计层面来说，简易程
序与普通程序相比具有期限短、程序
简单等优势，更有利于相对人及时获
得救济。
因此将行政案件繁简分流思想
引入信息公开案件的处理，
有利于保障
申请人知情权的全面实现。
最后，
信息
公开领域一直以来都普遍存在滥诉现
象，
这也是实践当中困扰行政机关和司
法机关的突出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
除
了考量公开主体是否在依法行政方面
出现问题之外，对于确实存在的滥申
请、
滥诉问题也应当引起重视并予以必
要的规制。作为申请人一方享有知情
权，
但是也要遵循基本的法律规则。
因
此通过立案阶段的案件繁简分流，将
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案件
划归采用简易程序处理，是对现有司
法资源及行政资源的合理利用。
首先，
立案阶段进行科学分流。
对
于事实清楚、
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争议
不大的信息公开案件，直接划归由简
易程序处理。在此需要特别注意两种
情形：一是很多原告当事人均以信息
公开诉讼作为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
例如对拆迁补偿不满而诉相关部门不
公开征地拆迁文件等。针对此种情形
可出台类型化案件立案指导，将事实
清楚的此类案件统一归并简易程序。
二是对于在特定时期内反复大量提起
信息公开诉讼的原告当事人，可以将
其提起的类似诉讼进行统一划归，采
用简易程序处理。
其次，
审理阶段遵循
法定审理模式及审理期限。简易程序
主要进行的是法律审，很少就案件事
实本身进行审查。对于采用简易程序
审理的案件，应当严格按照新行政诉
讼法第八十三条之规定，由审判员一
人独任审理并在立案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审结。
最后，
做好繁简案件不同审理
程序之间的转换与衔接。
四、
行政案件繁简分流的发展建议
（一）在立案登记制背景下推进案

件的甄别分流工作
在当前实施立案登记制背景下，强
化立案庭对信息公开类案件进行繁简分
流的能力极为重要。各地各级人民法院
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科学制定简单案件与
复杂案件的区分标准和分流规则，确保
简单案件由人民法庭、审判业务部门及
时审理，系列案件、群体性案件、关联性
案件原则上由同一审判组织审理。对于
繁简程度难以及时准确判断的案件，立
案、审判及审判管理部门应当及时会商
沟通，
实现分案工作的有序高效开展。
（二）多措并举提升人案配比科学性
及审判专业性
在当前行政审判集中管辖的大背景
下，
一方面应保障审判工作人员的招录、
审判技能培训及基本福利待遇，
并构建法
官轮岗机制，
完善业绩评价体系，
以维护法
官队伍稳定性和专业性，
激发和保持审判
队伍的活力，
最终有利于根据案件的不同
类型确定审理类型化案件的专业审判组
织，
根据案件的繁简程度确定专门审理简
单案件与复杂案件的审判人员。
另一方面
需要精确测算人员、
案件数量和工作量，
并
统筹调整不同法院、
不同审判部门的审判
力量。
根据法院审级、
案件繁简等相关因
素，
合理确定法官、
法官助理、
书记员的配
置比例，科学界定各自职能定位及相互
关系，
最大程度地发挥审判团队优势。
（三）逐步推行配套制度，促进裁判
文书繁简分流
在立案分流、
审理分流的基础上，
进
一步建立配套机制，推进裁判文书的繁
简分流，使行政案件简易程序和普通程
序均形成一套完整的审理体系。在裁判
文书繁简分流制度的推行过程中，可以
根据法院审级、案件类型等对裁判文书
的体例结构及说理进行差异化区分。采
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裁判文书应当
严格以庭审记录为依据，围绕争议焦点
进行有针对性地说理；简易程序审理的
案件可采用格式化文书，适当省略对案
件事实的描述并简化说理。
（四）探索实行“示范诉讼”，促进案
例指导意义的发挥
对于系列性或者群体性行政案件，
选取个别或少数案件先行示范诉讼，并
在一定时间、一定区域内形成具有指导
意义的案例，参照其裁判结果来处理其
他同类案件，实现通过个案示范处理带
动批量案件高效解决的效果。

“案件繁简分流”
专家系列谈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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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培养民众的法治信仰，就
先得营造一种尊重宪法、宪法至
上的社会氛围，
要建设法治国家，
就先得维护宪法的权威和效力。
9 月 18 日上午，国务院在中南海
首次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监誓。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
定》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
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
今年以来国
务院任命的38个组成部门、
直属特设机
构、
直属机构、
办事机构、
直属事业单位
的55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建立
宪法宣誓制度，随后，全国人大常委
会、
国务院又针对相关公职人员制定了

申请宣告失踪、
死亡
本院受理郑楠申请宣告郑龙失踪一案，经查，申请人：郑楠，男，
1990年9月5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汉口路22号，
现住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鹊桥一村 3 栋 710 室，身份证号码
340504199009050613。被申请人：郑龙，男，1964年4月15日，汉族，
户籍地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鹊桥一村 3 栋 710 室，身份证号码
340504196404156916。于2013年3月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被申请人郑龙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向本
院申报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凡知悉郑龙生存现状的人也应在公告
期间内与将其所知道情况向本院报告。否则，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宣告郑龙失踪。
[安徽]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单淑华申请宣告赵红兵失踪一案，经查，赵红兵，
男，汉族，1968 年 5 月 13 日出生，系安徽省萧县龙城镇居民，公
民身份号码 342222196805130053。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起，下落
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赵红兵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为三个月，公告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安徽]萧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佟莲茹申请宣告佟莲英失踪一案，经查：佟莲英下
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望佟莲
英本人或知其下落者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
法宣告佟莲英失踪。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镇成、方南香申请宣告吴素贤失踪一案，经查：吴素
贤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吴
素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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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吴素贤失踪。
[福建]云霄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汤凤花、刘淯锶因海上事故申请宣告刘金木死亡
一案，经查：刘金木，男，1970 年 9 月 9 日生，汉族，福建省东山县
人，原住福建省东山县铜陵镇演武街 421 号。于 2016 年 6 月 18 日
在东门屿舢排上灯捕鱿鱼时掉落海中。经搜寻，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希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刘金木死
亡。
[福建]厦门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叶好申请宣告关见滔（又名关建滔）死亡一案，经
查：关见滔（又名关建滔），男，1959 年 4 月 20 日出生，汉族，原住
广州市芳村区吉祥巷 6 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关见滔（又名关建滔）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宪法宣誓是一种洪亮的法治声音
李英锋
宪法宣誓的细则，
用制度进一步明确了相
关公职人员的宪法宣誓责任、
宣誓内容、
宣誓流程等事项，
为宪法宣誓的常态化打
下了制度基础。
此番国务院组织55名负责
人开展首次宪法宣誓活动，发出了洪亮
的法治声音，
彰显了对宪法的敬畏。
宪法是根本大法，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
程。
要培养民众的法治信仰，
就先得营造一
种尊重宪法、
宪法至上的社会氛围，
要建设
法治国家，
就先得维护宪法的权威和效力。
公职人员作为执法管理的主体力量，
理应
做好表率，
带头尊重宪法，
执行宪法。

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广东]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6 年 8 月 26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黎志群申请宣告
卓瑞荣失踪一案。申请人黎志群称，卓瑞荣于 2008 年离家外出
后无法联系、音讯全无，申请人于 2014 年 8 月 5 日向派出所报
案。下落不明人卓瑞荣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
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卓瑞荣将
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卓瑞荣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卓瑞荣情况，向本院报
告。
[广东]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穆喜顺申请宣告李荣珍失踪一案，经查：李
荣珍，女，1967 年 12 月 29 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藁城区丘头
镇 循 环 化 工 园 区 丽 阳 村 西 顺 南 街 6 号 ，身 份 证 号
132302196712293022。于 2010 年 10 月 21 日晚走失，下落不明已
满两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三个月。希望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满，本院将依法宣告李
荣珍失踪。
[河北]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廷泉申请宣告李洪敏失踪一案，经查：李洪敏，女，
生于1980年10月4日，汉族，住上蔡县洙湖镇张寨村6组，公民身份
号码341222198010044168，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李洪敏本人或知其下落的利害关系人与本院
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李洪敏失踪。上蔡县人民
法院联系电话：0396-3713678。
[河南]上蔡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杜志远、杜其然申请宣告王雪茹失踪一案，经查:王雪
茹，女，生于1982年5月25日，汉族，住河南省邓州市张村镇李楼村
南杜庄，身份证号411381198205258426，其于2009年离家出走，下
落不明已满7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王雪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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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王雪茹失踪。
[河南]邓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纪晓红申请宣告纪晓梅失踪一案，经查纪晓梅，
女，1987 年 4 月 20 日出生，汉族，住巴彦县华山乡满井村金家
屯。于 2009 年起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
望纪晓梅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
告期间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
决。
[黑龙江]巴彦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6 年 8 月 17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雷敏珠申请宣告
盛湘生死亡一案。申请人雷敏珠称，申请人雷敏珠与被申请人盛

不要小看一次宪法宣誓，不要认为
宪法宣誓只是一种形式。在一种庄严的
氛围中，公职人员举起右拳，郑重宣誓，
其内心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感染和震
撼，
同时，
宣誓也是承诺，
也是警示，
有助
于宣誓人员明晰宪法义务，恪守宪法红
线，
宣誓能够起到教育激励的作用。
公职
人员的宪法宣誓也向社会释放了一个积
极的法治信号，
表达了政府尊重宪法、
依
法行政的决心，让民众看到法治中国的
车轮正在不断前进，让民众不断累积法
治建设的信心和希望，这种信心和希望

又有助于促进全民守法。
当然，
在积极推进宪法宣誓的同时，
政府还应该把更多功夫用在宣誓之外。
当前，一些公职人员还存在宪法理念淡
漠、宪法意识薄弱等问题，以权代法、以
权压法、
徇私枉法、
违背宪法的情况仍时
有发生。
要遏制这些问题，
靠宪法宣誓还
远远不够，必须要有严格缜密的制度约
束以及全面到位的问责惩戒作保障，只
有宣誓和制度约束、
监督惩戒相辅相成，
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宣誓才能更有质
量，
宣誓的声音才能更洪亮。

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希望唐鲜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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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邵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侯帅申请宣告侯胜秋死亡一案，经查：侯胜秋，男，汉
族，1956 年10 月2日出生，身份证号220102195610023755 于2005
年12月19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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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希望侯胜秋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
湘生系夫妻关系，被申请人盛湘生于 2012 年 7 月 24 日武昌区平 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湖门江边游泳未归，至今下落不明满四年，遂申请宣告盛湘生死
本院受理王从利、刘淑学申请宣告王双失踪一案，经查：王
亡。下落不明人汪明祥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 双，女，1980 年 1 月 29 日生，汉族，吉林省德惠市人，初中文化，
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汪明祥将 农民，住吉林省德惠市惠发街道太兴村二社。身份证号码：
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周琪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 220183198001293022。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汪明祥情况，向本院报告。
告期间为 3 个月。希望王双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王双失踪。
本院受理毛先平申请宣告吴杰死亡一案，经查：吴杰于2014年4
[吉林]德惠市人民法院
月16日起，
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已满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
本院于 2016 年 9 月 7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凤香申请宣告胡
为3个月。希望吴杰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彬死亡一案。申请人张凤香称，其丈夫胡彬于 2012 年 9 月 6 日
公告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锡林南路香格里拉酒店附近走失至
本院受理申请人乐光女申请宣告徐秋芬失踪一案，经查：被 今，现下落不明已 4 年。下落不明人胡彬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
申请人徐秋芬，女，1964 年 8 月 18 日出生，湖南省新田县人，公民 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
身份号码 432928196408180047，失踪前住新田县龙泉镇双碧社区 明人胡彬将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胡彬生存现状的人，应
居委会前进路86号。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胡彬情况，向本院
为3个月。希望徐秋芬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报告。
[内蒙古]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
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新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娜布其玛申请宣告斯钦白音（曾用名斯钦巴雅尔）死亡
本院受理徐志茹申请宣告彭初英死亡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一案，于2015年6月28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2016年
徐志茹在本院登报发出寻人公告一年后，仍然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8月29日依法作出（2015）右民特字第0003号民事判决书，宣告斯钦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宣告彭 白音死亡。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内蒙古]巴林右旗人民法院
初英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湖南]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郭芳、梁丽平申请宣告郭洁颖死亡一案，经
本院受理刘宪文、刘苏婷申请宣告吴艳芝失踪一案，经查：被申 查郭洁颖，女，1998 年 1 月 6 日出生，汉族，籍贯山西省长子县常
请人吴艳芝，女，1992年1月10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蓝山县人，原住 张 乡 常 张 村 ，住 长 子 县 常 张 乡 常 张 村 ，身 份 证 号 码 ：
湖南省嘉禾县塘村镇邓林村，身份证号431127199201106088，下落 140428199801062421。系郭芳、梁丽平之女。郭洁颖自2012年7月
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吴艳芝本 12日离家出走，截止2016年8月30日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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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人公告，希郭洁颖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人民法院报》刊
将依法判决。
[湖南]嘉禾县人民法院
登公告之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人民法院报》刊登之日起
本院受理李恒浩申请宣告唐鲜叶失踪一案，经查：唐鲜叶， 1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山西]长子县人民法院
女，1981 年 10 月 16 日出生，汉族，农民，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邵阳
本院于 2016 年 8 月 15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雷玉芳申请宣告
县塘渡口镇石桥村 7 组 12 号,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 刘军死亡一案。申请人雷玉芳称，其子刘军出生于 197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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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职业保障
筑牢法治之基
楚

仑

加强法官的职业安全保障，
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改革的重
要内容，
既是权利保障的要求，
也
是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础。
法官是每个法律人的职业理想和
追求，其职责之神圣受人尊崇。然而，
不知何时，
法官似乎已成为了一项
“高
危职业”
，其在维护公平正义的同时却
面临不能自保的尴尬。
笔者认为，
加强
法官的职业安全保障，既是现实的需
要、
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既是权利保
障的要求，也是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
基础。
加强法官职业安全保障是现实之
需。2015 年 9 月 9 日，在湖北省十堰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方当事人因对裁判
不满，用随身携带的尖刀刺向合议庭
成员，
四名法官血染法庭，
此事件震惊
一时。5 个月后的 2016 年 2 月 29 日，一
则
“北京女法官马彩云遭枪击殉职”
的
消息在网上迅速传播，又一次敲打着
法官们的神经。近期“曹县事件”的发
生，
再次将公众、
舆论的焦点吸引到法
官的职业安全保障问题上来。
近年来，
一些地方当事人冲击法庭，报复、围
攻、故意伤害法官以及暴力抗法的事
件屡有发生，
为了不让悲剧重演，
为了
能够还法治一份尊严，必须要加强对
法官的职业安全保障。
加强法官职业安全保障是改革之
义。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
要健全法
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
另外，
《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
题的框架意见》也将
“健全司法人员职
业保障”
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职
业安全保障作为法官职业保障的一部
分，它是指要保障法官不会因为履行
正常的工作职责而受到打击、报复或
其他恶意伤害等安全威胁。
目前，
司法
体制改革已全面铺开，法官的职业保
障关乎改革成败大局，
司法改革的
“四
驾马车”
要并驾齐驱，
改革的力度与温
度也必须要同频共振。
加强法官职业安全保障是权利之
要。法官，不仅是司法者，同时也是一
般的民事主体，
其权利固应得到保障。
在民事权利中，最重要的就非生命权
与健康权莫属了。早在 1986 年，民法
通则就将生命健康权规定为公民的一
项基本民事权利。
后来，
侵权责任法更
是将生命权与健康权列为民事权益之
前两位，重要性可见一斑。此外，法官
法第四条也作出规定，法官依法履行
职责，
受法律保护。
该法第八条第（五）
款进一步明确，
法官的人身、
财产和住
所安全受法律保护。
所以，
针对现实中
法官人身权利屡遭侵犯的情况，必须
加大对法官职业安全的保障力度，法
官绝不可因其特殊身份而成为法治呵
护的例外。
加强法官职业安全保障是法治之
基。
前不久，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传达学
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周强院
长强调要保障干警身心健康，这是做
好法院各项工作的重要基础。
而法院的
各项工作无不是围绕司法为民、
公正司
法展开，
从这个角度讲，
法官的职业安
全与身心健康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此
外，
法官作为法治大厦建设的程序
“操
作员”
，
承担着凝心聚力、
打牢法治根基
的重要职责。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这是法治
社会的目标，而保障法官的职业安全
同样是在保障该目标的顺利实现。

8 日，汉族，原住西安市碑林区乐居场正街 6 号，自 1995 年 5 月离家
走失至今下落不明，经家人多年寻找无果。下落不明人刘军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
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刘军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刘军
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刘
军情况，向本院报告。
[陕西]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史美法申请宣告叶士珍死亡一案，经查：叶士珍，女，
1952 年 1 月 23 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彭浦新村 246 号 502 室
乙，身份证号码：310109195201230426，于 2008 年 2 月 21 日起，下落
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叶士珍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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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朱雯娟申请宣告陈培光失踪一案，经查：陈培光，男，
1954 年 1 月 24 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原平路 917 弄 31 号 101
室，身份证号码：310101195401242850，于 2011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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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陈培光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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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6 年 8 月 25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田贵全申请宣告田明
蓉死亡一案，申请人称，田贵全与田明蓉系父女。2003 年 10 月，田
明蓉离家出走，至今未归，申请人通过各种途径无法得知其下落。
下落不明人田明蓉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
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田明蓉将被宣告死
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田明蓉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
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田明蓉情况，向本院报告。
[四川]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守芬申请宣告向玉平死亡一案，经查：向玉平，男，汉
族，生于1971年1月15日，住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孔坪乡新一村村一
组41号。身份证号：513126197101154217。从2012年7月12日起，下落
不明，四年多时间经家人多方努力寻找未果，
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
为3个月。
希望向玉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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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许小盘申请宣告许生财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许
生财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许生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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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