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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司法改革纲要（上）
罗马尼亚法院正审理一起是
否承认同性婚姻效力的案件

（2015 年 9 月）
翻译 何 帆 林 娜 张嘉伟
联邦法院因其优良业绩、独立法
官和践行公平正义而受到美国和全世
界的尊重。通过本纲要，司法系统推
行一系列举措，使法院继续成为提供
公平公正司法之典范。
本纲要开篇即陈述联邦法院的任
务与核心价值观。尽管任何规划都期
盼有所作为，但确有必要持续强调
之。这样做的目的，是激励并促进联
邦法院内部的有益革新——有助于实
现联邦法院的任务与核心价值观，并
推进与之相符的制度创新。

任

务

联邦法院是在宪法和国会赋予的
管辖权内，提供公平公正司法的独立
的国家司法机关。作为平等三权的分
支之一,联邦法院在满足不断变化的
国家和地方需求的同时，着力维护并
强化其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
法治：法律的可预测性、连续性
和一致性；通过公开程序、忠实适用
法律，做出理性裁断。
公平正义：司法运行公平公正；
法庭程序便于参与；尊重善待各种利
益。
司法机关独立：践行公正时不必
担心作出的裁判会威胁到任期、报酬
或者安全的能力；作为政府平等分支
的法院，在内部治理和管理上的自主
权。
可问责性：严格的行为标准；法
律与伦理严格自律；对公共资金与资
产的良好管理；充分有效运用各类资
源。
业绩卓越：坚持适用司法裁量和
行政管理的最高标准；有效选拔、培
养、留住高素质法官和工作人员；致
力于创新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确保
经费及其他资源充足。
忠实服务：致力于忠实履职；忠
诚于联邦宪法和法律；及时有效地满
足陪审员、当事人和公众的需求。

纲要内容概述
修订于 2015 年的 《联邦司法改
革纲要》，在维护原纲要核心价值观
的同时，延续了司法机关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的传统。本纲要考虑到了未
来可能影响到法院的各种趋势和议
题，它们将对法院有效履职构成挑
战，又或使情况更趋复杂。
此外，本纲要也认识到，在改善
践行正义的方式方面，法院未来将面
临更多历史机遇。
本纲要旨在实现，联邦法院系统
将因其便利、及时和高效的特质而备
受瞩目，并吸引国内顶尖人才为之提
供法律服务。联邦法院将以其高素质
的管理层和执行者成为最佳就业选
择，与政府其他分支有效协作，赢得
公众的信任和信心。
本纲要是一项推动司法进步的蓝
图式框架意见，据此实现积极、妥当
之改革。尽管其确立的目标和举措并
未囊括一切重要举措、项目、创新和
研究，本纲要主要侧重那些对法院有
深远影响的事项，回应司法机关和公
众的诉求和关切。
本纲要强调了法院必须关注的七
个基础议题，并针对每个议题提出改
进措施。这些议题包括践行公正、优

2015 年 9 月 ， 美 国 联 邦 司 法 中 心 按 照 “ 两 年
一回顾 ，五年一修订 ” 的方针，对 《联邦 司法改
革纲要》 进行了新一轮 修 订 。作为 今后 一个时期
美国联 邦司法系统司法 改革的纲 领性 文件 ，新版
纲要既 强调回应现实 ， 亦注重长远 发展 。新版纲
要以议 题描述 、背景与 评 注 、改革 目标 三个部分
作为基 本框架 ，从践行 司 法公正 、优 化司 法资源

化司法资源配置、未来的司法人力资
源、挖掘科技潜能、强化诉讼参与、与
其他政府分支的关系以及公众对联邦法
院的理解、信任和信心。

纲要主要内容
本纲要提出的举措和目标围绕七个
议题构建——这七个议题是基于对影响
司法职能和核心价值观的关键趋势进行
评估后，进而提出的基础政策议题或面
临的挑战。
议题一：践行公正
议题二：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议题三：未来的司法人力资源
议题四：挖掘科技潜能
议题五：强化诉讼参与
议题六：法院与其他政府分支的关
系
议题七：增进公众对法院的理解、
信任与信心

一、践行公正
法院如何在维护其核心价值观的同
时，以更有效的方式践行公正，并满足
不断增长、日新月异的司法需求？
议题描述：堪为楷模、独立裁判的
法官；素质精良的工作人员；公道正派
的陪审员；说理充分、研究透彻、对每
一个案件争点深思熟虑的司法裁判；成
为联邦法院诉讼案件的品质特征。
司法资源不足、诉讼情况和当事人
期望值的变化以及法律调整，都对联邦
法院有效践行公正构成挑战。针对上述
情况，纲要以确保有效司法为前提，着
眼于提升司法水平，提出以下三项举
措：
举措 1.1:在全国范围内提升践行公
正的水平
背景与评注：有效的案件管理是践
行公正的前提，绝大部分案件都是以及
时、审慎的方式审理的。司法机关通过
多个层面监督案件管理，设定若干机制
识别、协助人案矛盾突出的法院。国家
协调机制包括协调小组在跨区诉讼中所
做的工作。为了协调或合并审前程序，
司法协调小组有权将未决民事诉讼案件
从不同区域移送到一个区域。在管理每
个法院的案件量方面，首席法官对案件
的及时处理至关重要，相关工作应当在
联邦层面得到支持。为了实现高效的司
法管理，巡回区司法委员会制定发布必
要、合理的规则，全国司法联席会议负
责审查批准联邦法院管理政策的调整。
同时在州法院和联邦法院进行审理案件
的信息共享等与州法院的密切协作已被
证明卓有成效。
尽管正在推动解决，但案件积压现
象在法院中依然存在。考虑到某些案件
的延误和积压在所难免，上述现象并不
能准确反映一个法院案件管理的实际状
况，本举措倡导各级法院、司法联席会
议下属各委员会和巡回区司法委员会通
力合作，推动减少不当拖延的案件数
量，大幅降低未经授权、持续积压的案
件数量。
践行公正也会受到高昂诉讼成本的
影响。正如议题五提到的那样，高昂成

配置、储备未来司法人力资源、挖掘科技潜能、强
化诉讼参与、平衡法院与其他政府分支的关系以及
增进公众对法院的理解、信任与信心等七个方面，
对司法改革进行了科学规划。值得一提的是，与上
一版相比，新版纲要更突出强调对司法履职的有力
保障和对司法资源的深度整合，对于我国当下的司
法改革，亦不乏可借鉴之处。

本会令当事人对联邦法院望而却步。关
于诉讼成本的考虑也会影响到可能进入
法院的案件，并不当增加当事人解决纠
纷的负担。《联邦民事诉讼规则》 第 1
条倡导“让每起案件都能公正、迅速、
低成本的终结”。除了遏制拖延现象，
本举措也以减少不必要的成本为目标。
本举措要求保障人们根据 《促进刑
事司法公正法》 获得联邦辩护人或指定
辩护人适格代理的权利。适格代理要求
提供足够资源，确保支付、培训和支持
服务。此外，不同地区被告人数量和需
求不同，相关指导和支持必须符合当地
实际。
另外，本举措也以加强对罪犯和被
告人的监管为目标。缓刑期和审前监管
办公室着力发挥法院和社区的作用，包
括在监管罪犯和被告工作中加大系统调
查和综合评测力度。
在不断改善践行公正方面，还应付
出更多努力。例如，许多增强法院技术
运用水平的重要举措正在推进过程中，
包括研发和配备下一代案件管理系统和
经费管理系统。通过应用软件整合缓刑
期与审前监管的数据，进而分析和比较
不同地区监管实践和效果，相关工作得
到加强。
目标 1.1a：通过巡回区司法会议、
首席法官、司法联席会议下述各委员会
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协作，减少案件拖
延。
目标 1.1b：贯彻 《联邦民事诉讼规
则》 第 1 条之规定，降低不必要的诉讼
成本。
目标 1.1c：保证指定辩护人和联邦
辩护人代理的当事人可以享受相当于普
通刑事被告的服务。
目标 1.1d：为了减少累犯并促进公
共安全，要加强对罪犯和被告人的监
管。
举措 1.2：强化对法官、法院工作
人员和进入法院者的安全保障，采取有
效措施保护法官及其家人的院外安全。
背景与评注：法官只有在本人及其
家人的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能依法
履职。法院与联邦司法警察署通力合
作，着力提升对法院及其人员的保障条
件。暴力威胁不仅存在于刑事案件中，
也时常波及民事案件当事人及其代理
人。
尽管关于法院建筑的标准要求提供
相对隔离的通道和其他保护法官的设
施，但一些法院设施过于老旧，使得法
官、法院工作人员和陪审员与被羁押的
囚犯、刑事被告人和其他人共用通道和
进出口。这些地方的安全状况很不理
想。对法官的保障举措，必须延伸至法
庭设施、交通线路、出行目的地和家中。
重点是要提升法院的安全意识，协助离
院法官强化安保措施，提醒法官如何最
大限度避免在互联网泄露个人信息。
有效执行该项举措需要与其他举措
密切协作。如举措 1.3 要求确保诉讼在
安全的建筑设施内进行。此外，举措
4.1 要求确保信息技术能为法院记录和
数据提供安全保障，包括需要保密的个
人信息。
目标 1.2.a：强化对法官、法院工

作人员和进入法院者的安全保障，采取
有效措施保护法官的院外安全。
目标 1.2.b：通过更多培训增强法
官的安全意识，确保法官及其家人在司
法场所内外都免受滋扰。
目标 1.2.c：通过更多培训强化法
官和法院工作人员的防范意识。
目 标 1.2.d： 改 善 法 院 安 保 设 施 ，
包括法院周边主要安全保障设施。
目标 1.2.e：会同联邦司法警察署
和有关部门，收集、分析、汇总与法官
个人安全有关的情报信息。
举措 1.3：确保司法资源充分，为
法院依循司法核心价值观尽职履责提供
保障。
背景和评注：法院很可能面临联邦
预算不确定、国会拨款委员会限制司法
拨款等情况。上述情况发生时，就会严
重威胁到书记官办公室、缓刑期和审前
监管部门、联邦辩护人组织的正常运作
和编制状况。
对法院的另一个关键性挑战是人力
资源缺口。许多上诉法院、区域法院和
破产法院审判力量严重不足。自 1990
年以来，联邦法院已很少接收到根据宪
法第三条任命的初审法官和上诉法官。
陪审员的资源也显紧张。陪审员的
补偿仍然不足，微薄的补偿增加了陪审
员的经济压力。尽管不少法院着力改善
审判环境，但是有些法院的诉讼活动仍
然在狭窄局促、设备老化的建筑设施内
进行，缺乏与当事人相对隔离的安全通
道。在法院各类设施不断老化情况下，
养护设备并保障法院大楼常备功能也亟
需额外的经费支出。
而且，法院正常运转所需经费，有
些包含在行政机构预算内，尤其是联邦
司法警察署和行政事务管理局。法院必
须和这些机构统筹配合，才能确保获得
充分保障。
为了确保刑事被告获得适格代理
（目标 1.1c），需要足够资金去推进相关
项目。举措 3.2 及其目标要求具备足够
保障，以吸引、招募、培养和维持法院
工作人员，以有效完成各类司法任务。
这也是支援未来法官顺利结案的关键。
而且，举措 4.1 的目标呼吁法院继续建
设和保持稳健而灵活的技术体系和应
用，这需要在技术方面的持续投入。
目标 1.3a：确保各巡回上诉法院、
区域法院、破产法院的法官和治安法官
正常履职。
目标 1.3b：确保诉讼过程在安全、
便利、高效、设备齐全的法院设施内进
行。
目标 1.3c：给予陪审员足够报酬。

二、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在根据工作量变化和资金情况来配
置有限司法资源的同时，法院应如何坚
持核心价值观，并始终践行公正？
议题描述：法院在控制司法成本上
采取的措施已取得一定成效，有效助推
了现阶段及未来一段时期法院在租赁办
公场所、应用信息技术、雇佣破产和治
安法官、法庭工作人员和法官助理以及
其他方面成本的压缩。这些举措帮助法
院在财政紧缩的困境中维持基本运转。

陈昭霞：本院受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诉你及
何承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崔小全：本院受理上诉人刘凤霞与被上诉人刘波及你民间借纠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刘凤霞上诉状及(2016)豫08民终1850 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浙江]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号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 依法缺席裁判。
赵高级：再审申请人叶建平、程雪清因与被申请人陈文华、赵高
满后第7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二号审判庭开
人民法院报2016年9月23日（总第6790期）
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依法提审，案号为（2016）浙民申字第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行，拍卖你所有的上述房产，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在公告期满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
吴凤兰：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诉你金融 1428号，
10日内向本院提出，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相应权利。本公告自发出之
现定于2016年12月2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6年12月8日9时在本院民三庭公 18法庭开庭审理，
杜道伟：本院依据发生法律效力的（2013）鄂枣阳南民初字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第 00099 号民事判决书，受理杨永刚申请执行你房屋租赁合同
送达裁判文书
天津市格奥纺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任建华、宋震：本院受
程小晶、杜立财：王崟吉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我院申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鄂 0683 执字第 964 号执
理（2016）津民终字 381 号上诉人天津市纺织机械器材研究所与
请诉前财产保全，我院已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作出了(2016)豫 行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被上诉人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西支行、你们借款合同
0191 财保 182 号民事裁定书，现依法公告送达。自本公告 60 日 以上法律文书的主要内容如下：1、限你在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将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 你租赁杨永刚的两间房屋腾空并返还给杨永刚；2、冻结、划拨你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定于 2016 年 12 月 7 日上午九点在本院第
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 的存款 192800 元，或查封、扣押你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限你在
十一法庭开庭。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公告期满后五日内履行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
止裁定的执行。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枣庄诚贵投资有限公司、李洪升、张万全、张贵玲、刘绍发、
院将依法对查封、扣押的财产予以评估、拍卖，以清偿债务。若你
刘红凤：本院受理上诉人刘婉凉、于晓伟、付君与被上诉人天津
送达执行文书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北]枣阳市人民法院
恒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及原审被告天津市鲁华环境艺术工程有
陈石陆、钟丽芳：本院受理原告袁福根诉你借贷纠纷案已依
冯朝霞、
胡颜冬：
本院受理王宏军申请执行本院(2016)豫0503民
限公司等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你方为原审被告，现依法向你等公
初781号民事判决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法立案执行。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
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
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 书、执行裁定书(查封、拍卖)、评估报告征求意见稿(全南县金龙
案定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 9 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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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道明珠新城三期 A 座 3-1 室，评估价值 38.73 万元)，拍卖该处
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房产用于清偿债务。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以上材
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
徐州嘉德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高鸣、焦庆华、李萍、陈跃
谭川：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李记爽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 10
民：本院受理上诉人江苏广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及被上
案，本院已裁定查封了你所有的位于江汉区泛海国际居住区．樱海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提出异议，本院将对上述所评估财
诉人陈亚发、中煤能源哈密煤业有限公司、蒋胜买卖合同上诉一
[江西]全南县人民法院
园6栋2单元16层2号的房屋（合同备案号：江120032000），以及汉 产进行公开拍卖。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张世清、姜宝世：本院在执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中
阳区平山正街16号人信.汉商银座ABC座栋C单元14层3室的房
日，即视为送达。定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上午 10 时在本院第八审
屋（房屋所有权证：武汉房权证阳字第2014005167号）。现因你下落 山广场支行与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中，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
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份有限公司大连中山广场支行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向本院申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送达本院（2016）鄂0104执57号执行通知书、
（2016）鄂0104执 执行。现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辽 0202
广西作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姜明函与被告
57号执行裁定书以及武汉正量行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 执 1757 号失信决定书和执行通知书，该失信决定书自作出之日
广西作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劳务
湖正房估字（2016）第 QTA254 号、
（2016）第 QTA255 号评估报告 起生效；该执行通知书自公告登报之日起六十日内视为送达，并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上述房产评估的市场价值分别为82.41万元、395.19万元），本院现 于公告期满后五日内来院履行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5)中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 30 分
责令你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2015）鄂硚口民一初字第 民初字第 4597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予履行，本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3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
[辽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00140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若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缺席裁判。
[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公 告

法院在成本控制上的努力也在一定程度
上向国会展示了法院对公共资源的有效
管理能力，同时也表明了在现实困境下
法院提出补充司法资源的要求具备正当
性 （举措 1.3）。
法院通过一系列有效的决策程序来
对人、财、物进行分配与使用，以确保
有限资源应用的最大化。联邦法院每年
的案件量都会有较大差异，并且地域不
同将加剧这种差异性，法院关于人财物
的调配决策必须对此予以考虑并作合理
回应。我们认为，通过完善、评估、推
广及落实司法实践中优秀经验的方式将
有助于法院应对案件量的变化。在司法
系统较为松散的管理结构中，地方法院
实际自行承担了大量的管理职责，对于
地方实践的有效做法应该鼓励其继续推
进并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也应考虑是
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对部分特定实践经验
在整个司法系统内进行推广。对此，纲
要提出了一项举措。
举措 2.1：更高效、到位地分配和
管理司法资源
背景与评注：法院努力遏制了司法
成本的增长，并对司法政策开展了大量
研究、设计和审查。尤其是在租金、报
酬和信息技术方面有效节约了司法成
本。当前，节约成本仍然是首要任务，
控制成本增长、优化资源配置的新举措
正在逐步落实或考虑中。
在与工作量相匹配的资源配置方
面，该项举措有两个目标与增强法院的
灵活性相关，即调度法官和工作人员协
助工作负担重的法院暂时缓解审判压
力，并排除协助工作中存在的障碍。作
为支持这些目标实现的基础之一是第三
个目标：确保法院充分利用网络、系统
和空间，维持法院的高效运转。第四个
目标是确保在灾难发生时法院还能维持
其有效运转。
目 标 2.1a: 更 有 效 地 利 用 现 有 法
官，以减轻工作超负荷和不堪重负的法
院的负担。
目标 2.1b:分析并推动落实组织制
度改革，改善工作机制，有效利用有限
的司法行政人力资源。
目标 2.1c：有效管理法院的基础设
施，为法院高效到位的运转提供支持。
目标 2.1d：有效应对自然灾害、恐
怖袭击、传染疾病和其他突发事件的威
胁。

三、未来的司法人力资源
法院如何能不断吸引、培养和保持
一支工作能力强、人员构成多元化的人
才后备队伍，以满足未来对司法人力资
源的需求和对职业预期变化的适应？
议题描述：法院只有不断吸引、培
养、留住业务精良的法官和法院工作人
员，才能应对未来的工作需求。首席大
法官罗伯茨曾提到，法官任命应是“卓
越职业的顶点”而非“谋取私利的垫脚
石”。吸引、留住业务精良的法官和法
院工作人员需要公平而富有竞争力的薪
酬和福利待遇。法院也必须准备实施新
的工作方案，做好人才储备工作，有效
应对未来工作量的持续波动。纲要提出
以下两项举措解决这个议题。
（未完待续）
（译 者 单 位 ：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司 改
办、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大
学法学院）

陈世东、朴锦姬：本院在执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中
山广场支行与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中，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大连中山广场支行于 2016 年 5 月 9 日向本院申请执
行。现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辽 0202 执
1633 号失信决定书和执行通知书，该失信决定书自作出之日起
生效；该执行通知书自公告登报之日起六十日内视为送达，并于
公告期满后五日内来院履行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5)中民
初字第 4593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予履行，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大连华成天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浙江雅德居节
能环保门窗有限公司与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执行
人浙江雅德居节能环保门窗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6日向本院申
请恢复执行。现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辽
0202执恢429号执行通知书，该执行通知书自公告登报之日起六十
日内视为送达，并于公告期满后五日内来院履行大连市中山区人民
法院(2015)中民初字第1515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予
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大连亚泰木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大连融信商贸有
限公司申请执行(2014)瓦民初字第2123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院(2015)瓦执字第3400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裁
定书(查封房屋)，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限你单位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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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辽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
张勇：本院(2015)开民初字第 3276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
律效力，申请人张秀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
已立案执行。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辽 0291 执 2044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通知书、执行裁定书，限
你自送达之日起 7 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辽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刘军爱：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内蒙古鑫阳农机设备有限
责任公司与刘军爱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回执字第 00007 号执行裁定书，
（2015）回执字第 00007－1 号裁
定书。内容为查封、拍卖被执行人刘军爱所有的，座落在呼和浩
特市新城区哲里木路华辰电苑 1 号楼 11 层 1 单元 1101 的房屋。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
律效力。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

罗马尼亚高等法院近日受理
了一起案件。在该案中，法院需
要对是否承认同性婚姻效力作出
判决。本案两位原告罗马尼亚社
会活动家艾德里安·科曼和他的
同性伴侣美国公民罗伯特·汉密
尔顿在比利时缔结婚姻关系后，
即回到罗马尼亚提起诉讼，请求
他们的婚姻关系在国内得到认
可。
一直以来，对于是否承认和
接受同性婚姻的案件，各国法院
都比较慎重。9 月初，墨西哥有
上万公民举行游行，强烈抗议一
项承认同性婚姻的法律提案。去
年 12 月，斯洛伐尼亚票决否定
了一项有关允许同性缔结婚姻并
收养儿童的法案。联合国方面越
来越关注同性恋群体的权利。去
年 6 月，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
公室发布一份报告，称同性恋群
体持续处于受歧视的状态。

美国法院判决认定不得以罪
犯成年之前的指控为由，加
重其在现案中的刑罚
近日，美国俄亥俄州最高法
院以四比三的决议作出判决，认
定法院在成年刑事被告人的量
刑上，不得因其未成年时所受
的指控而加重刑罚。法院认
为，以先前未成年时的指控加
重成年罪犯的刑罚，是违反宪
法且“从根子上就不公平的”。
持多数意见的法官基本上围绕
两个观点：第一，未成年人案
件由民事法庭受理，这样安排
的用意在于帮助未成年人远离
犯罪，而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
的目的在于惩罚犯罪、回报社
会；第二，未成年人案件并未
授予被告人选择陪审团审理的
权利，这与成年人刑事案件在审
判程序上就有很大不同，不在同
一标准下就不应一并讨论。持少
数意见的法官则认为俄亥俄州刑
法规定已涉及这一问题，其允许
法院以其未成年时的犯罪记录为
由，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经加蓬法院确认，加蓬将重
新统计总统大选投票情况
据 《法律家》 网站报道，近
日，加蓬驻美大使在公开场合表
示，加蓬总统大选的投票情况将
在后续几天内重新进行统计。此
前，现任总统邦戈以微弱优势战
胜对手的票选结果引发了民众的
强烈抗议和不满。加蓬驻美大使
强调，本次选举是严格按照国际
惯例举行的，并且，候选人对于
选票的初始统计工作均给予了协
助。此前，加蓬已邀请来自欧
盟、非盟等国际组织的 1200 多
位国际人士和其他选举专家组成
观察团监督整个票选及统计过
程。观察团一致认为，本次选举
自由、公平、透明。尽管如此，
为了确保选举程序的公正公开，
经加蓬法院确认，加蓬将对票选
情况进行再次统计。
（林 娜 译）

韩传爱、莱芜市鑫沃经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孙润莲申请执行
韩传爱、莱芜市鑫沃经贸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阳泉中允地产评估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晋一阳中允
【2016】(估)字第 176 号土地估价报告、山西博丰资产评估事务所有
限公司晋博丰评报字【2016】第 154 号报告书、盂县人民法院(2014)
盂法执字 297-5 号执行裁定书(拍卖)，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山西]盂县人民法院
四川绵阳涪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2014）北执字第218号
执行一案，
依法委托四川大林秦德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四川绵阳
涪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位于涪城区荷花南街8号1栋2层房屋进行评估，
现已作出川大林秦德（房）评（2016）法字第017号估价报告书，现予公告
送达，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评估报告内容为：四川绵阳涪江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拥有的位于涪城区荷花南街8号1栋2层房屋资产在评估基准
日2016年5月25日的市场价值为785846元。
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
自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5日内，
向我院申请重新评估。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
估的，本院将在期满5日后的工作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立案庭依法选
择拍卖机构进行拍卖。
[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申请公示催告
申请人常州盛利创商贸有限公司因遗失遗失银行承兑汇票壹张，
票据号码为30500053 26401953，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2,158.11元，出
票日期为2016年4月26日，出票人为锐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嘉兴丰莱机械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民生银行上海闵行支行。申请
人常州盛利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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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瑞安市源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因遗失由出票人中国民
生银行上海市南支行于 2016 年 8 月 17 日签发的，付款行中国民生
银行上海市南支行，汇票申请人上海三进进出口有限公司，收款人
项城市金信机械有限公司，项城市金信机械有限公司背书给瑞安
市源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号码 30500043 20397248，票面金额
104,360 元，到期日 2016 年 9 月 17 日的银行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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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