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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6年12月30日（总第6881期）

本院根据秦皇岛市山海关龙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6年 12月 19日裁定受理秦皇岛市山海关龙城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12月20日指定秦皇岛星日阳会
计师事务所为秦皇岛市山海关龙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秦皇岛市山海关龙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7年2
月28日前向秦皇岛市山海关龙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通
讯地址：秦皇岛市海港区秦皇东大街 260-8 号；邮政编码：
066000；联系电话：15803356919 ）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未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秦皇岛市山海关龙城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秦皇岛市山海关
龙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7年3月13 日9时在山海关区人民法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
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
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还需提交授权
委托书。 [河北]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人民法院

2016年 4月 20日，本院根据武汉一通电子有限公司的申请
裁定受理武汉一通电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武汉一通
电子有限公司的账面资产总额为151.57万元，负债合计1549.07
万元。本院认为，武汉一通电子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
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破产条件，其申请破产清算的请求应予支持。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本院
于2016年12月1日裁定宣告武汉一通电子有限公司破产。

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年3月30日，本院根据尤坚群的申请，裁定受理了上海

今越经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根据上海宏大东亚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查证报告显示，截止至 2014年 10月 31日，被
申请人上海今越经贸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8,152,861.28元、负债
总额为13,456,398.99元、所有者权益为-5,303,537.71元，资产负
债率为165%。本院认为，根据审计查证报告，被申请人的资产状

况反映其已经不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法定破产条件，依法应
当宣告其破产还债。依照法律规定，本院于 2016年 12月 12日裁
定宣告上海今越经贸有限公司破产。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破产人浙江屹盛宝金属物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案，管理人已将破产财产按分配方案分配完结，本院已根据管理
人的提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
三款、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裁定终结浙江屹盛宝金属物资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浙江]平湖市人民法院

安徽春城老百家食品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提前
解散公司，现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清算组由黄海涛 、潘崇
明、林士新组成，组长为黄海涛。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请有关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请各债权人来登记债权时提供如下材
料:1.债权人主体证明资料，单位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
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个人为身份证复印件；2.债权申报
说明，其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联
系人，以及债权人对本公司享有债权的金额、性质、有无担保、是
否为连带债权等具体内容；3.债权形成所依据的合同、履行证明
文件或裁判文书等证明债权成立的证据资料，并标注是否有原
件；4.委托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如债权人委托他人代为申报
的）；5.债权申报人指定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以上债权申报资
料原件，应在清算组及其授权代理人要求核对时及时提供，否则
债权将不被确认，不予登记。申报债权资料请寄至以下地址：江
苏省南京市汉中路169号金丝利国际大厦12楼江苏高的律师事
务所，邮政编码：210029联系人：迟桂荣 吴雪 收

安徽春城老百家食品有限公司清算组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曹华容的申请于2016年10月9日

依法裁定受理成都银邮网络系统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
2016年11月15日指定四川兵法律师事务所担任清算组。成都银
邮网络系统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7年 2月 10日前，向成都
银邮网络系统有限公司清算组（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人民南路四段 27号商鼎国际 1栋A座 15楼 6号；邮编：610000；
联系人：余静、李爱琴。联系电话：028-86027418，传真：028-
86027416）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成都银邮网络系统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成都银

邮网络系统有限公司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成都银邮网络系统有限公司清算组

本院于 2016年 12月 1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卢合猛申请认定
财产无主一案，申请人卢合猛称：卢文东（曾用名卢文当）一生未
婚育，父母、哥哥、祖父母、外祖父母均先于其去世，没有第一、二
顺序继承人。自90年代开始，申请人以卢文东养子的身份照顾卢
文东的日常生活并承担全部费用。2016年4月21日卢文东病故，
所有住院费用及丧葬费用均由申请人支付。卢文东去世后遗留
有农商银行大同支行的存款 43200元及位于同安区大同街道古
庄村上官田里25号的旧平屋一座，现处于无主状态，申请人要求
认定上述财产为无主财产，并归申请人所有。本院依照法律规
定，现发出财产认领公告寻找财产的所有权人，公告期间，该财
产由申请人卢合猛保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一年内，该财产所
有人可到卢合猛处认领，逾期仍无人对上述财产提出权利请求
的，本院将依法判决。 [福建]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

催收贷款公告 以下所列各借款人务必在公告之日起
伍日内向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偿还贷款（清
单仅列明截止 2016 年 12 月 20 日的本金金额，利息、罚息、
复利等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
公告即视为送达：第一组：陈训榜 庄苏爱 1644520.64 元、舒
定达 1635642.53 元、刘良怀 周红红 1656883.73 元；第二组：
周保文 1242618.41 元、周保武 毛爱萍 1242542.93 元、廖万托
1230663.7 元 ；第 三 组 ：叶 上 鑫 孙 冬 华 2386345.41 元 、赵 申
丰 卓小荣 2402985 元、胡秋芳 2386345.41 元；第四组：陈继
坚 陈红红 1943969.66 元、董理风 章丽平 1931570.33 元、董
直书 蔡翠娟 1872998.87 元、张细辉 朱如冰 1957098.09 元；
第五组：黄毫晓 2477374.17 元、林爱玲 2380552.81 元、潘小玉

2477344.48 元、杨传品 张晓影 2477498.71 元；第六组：董夫
泽 苏伟琴 1602045.01 元、雷达俊 齐青青 1651737.52 元、林
念平 陈冬娇 1602255.67 元；第七组：施小波 1658181.47 元、
吴飞燕 1624146.20 元、张思潭黄秋兰 1658108.69 元；第八组：
彭 宝 昆 洪 海 红 1660898.17 元 、薛 长 东 张 小 芳 1660102.10
元、张庆定 陶小青 1615353.44 元；第九组：洪久馀 吴兰芳
1593516.82 元 、张 逢 财 吴 旭 葱 1589338.84 元 、张 林 选
1773087.63 元；第十组：齐光仲 齐细娥 1125000 元、陶兆江
蒋远菊 1125000 元、陶孟操 王永春 1125000 元；第十一组：董
正 金 1498408.82 元 、陶 卫 军 陶 细 桃 1483406.70 元 、吴 双 善
杨 芳 1577828.29 元 ；第 十 二 组 ：胡 国 庆 黄 蔡 娥 1265293.88
元、胡薛娟 刘礼弦 1253790.60 元、齐荣兵 叶冬花 1265989.36
元；第十三组：蔡宁祥 1481612.55 元、胡昌敏 1481812.70 元、
林 延 平 林 晶 晶 1481812.70 元 、曾 家 理 王 翠 娟 1481812.70
元。以上各小组均与我行签订《联合保证合同》，每组的各
借款人均应该为该组其余成员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联系人：徐佳良联系电话：18628138061。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分行
2016年12月26日

本院受理申请人赵财申请宣告被申请人赵向东死亡一案，
经查：赵向东（又名赵建明，先天智力缺欠），男，1973年1月14日
出，汉族，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吉羊村人，于1998年8月1日起走
失，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
赵向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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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德锋、张秋玲申请宣告李晓杰死亡一案，经查：
李晓杰于 2004年 8月 8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李晓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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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事法院
本院受理熊兴生申请宣告熊会珍死亡一案，经查：熊会珍，

女，1981年 7月 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平江县长寿镇大塘村
234号，公民身份证号码 430626198107203346。被申请人熊会珍
患精神病于1999年5月19日突然失踪，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熊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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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平江县人民法院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本院受理陈双凤、陈双彩申请宣告张鲜花失踪一案，经查：

张鲜花，女，1980年9月22日生，户籍所在地：耒阳市南阳镇南阳
村1组，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
希望张鲜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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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耒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邓继志申请宣告邓云安失踪一案，经查：邓云
安 ，（ 男 ，1950 年 4 月 29 日 生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320222195004295966，户籍地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太湖镇金城
新村章里巷 24 号）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 3个月。请邓云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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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邓云安失踪。

[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10月2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宗爱华申请宣告贾

恩建死亡一案。申请人宗爱华称，被申请人贾恩建于2012年10月
13日在海上失踪，至今下落不明满四年。下落不明人贾恩建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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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贾恩建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贾恩建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贾恩建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如皋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杨承莫申请宣告杨世平失踪一案，于 2016年 9月
21日发出寻人公告，并于 2016年 12月 21日作出（2016）渝 0110
民特213号民事判决书，宣告杨世平为失踪人。本判决为终审判
决。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傅云申请宣告傅长春死亡一案，经查傅长春，男，
1946年4月22日出生，汉族，原住重庆市南岸区峡口镇大兴场正
街58号附11号，于1983年离家，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
希傅长春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
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史华：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黄巧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衡仲裁字第8号衡阳仲裁委员会
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衡阳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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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控受贿、滥用职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济南受审
本报济南 12月 29日电 （记者

闫继勇）今天，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原副主席
苏荣受贿、滥用职权、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一案。

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2 年
至 2014 年，被告人苏荣利用其担任中
共青海省委书记、中共甘肃省委书记、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江西省委书
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
在企业经营、职务晋升等方面提供帮

助，直接或通过其特定关系人收受相关
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亿
余元；2009 年，在南昌钢铁有限责任
公司改制过程中，苏荣作为中共江西省
委书记，违反相关规定，滥用职权，致
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并造成恶劣

社会影响；苏荣对共计折合人民币
8000 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应
当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
源不明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苏荣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
双方充分发表了意见。苏荣表示对起诉
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意见，并在最后陈
述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100余
人旁听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
判。

本报合肥 12月 29日电 今天上
午，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
判福建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徐钢受贿
案，对被告人徐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
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 万元；
对徐钢受贿犯罪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
追缴，上缴国库。

法院审理查明，2002 年至 2014 年，

被告人徐钢利用担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
秘书长、福建省交通厅厅长、中共泉州市
委书记职务上的便利或者职权和地位形
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公

司经营、银行揽储、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
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其妻余娜、女儿徐
昊皓非法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
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977万余元。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
徐钢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鉴于徐钢到案
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
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
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
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

（周瑞平）

福建原副省长徐钢一审被判十三年

⇨⇨上接第一版 要严守党的纪律特
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忠于
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
律，确保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统一
正确实施。

周强强调，第五巡回法庭所在
的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四川、云
南、贵州、西藏五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是
我国最大的少数民族聚集区。要尽
快熟悉巡回区情况，掌握巡回区案
件特点，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
工作。要增强大局意识，通过充分
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服务和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服务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服务和保障“一带
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
家重大战略实施。要努力研究审判
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着力解决新
问题，为促进巡回区经济平稳健康
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周强强调，要坚持改革创新，
发挥先行先试作用，积极推进司法
体制改革，做司法改革的排头兵，
努力把巡回法庭建设成为全国法院
系统司法改革的标杆，为探索符合
中国实际、符合司法规律的人民法
院管理和运行模式作出贡献。要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切实加强巡
回法庭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要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严格落实管党治党和党风廉政
建设主体责任，全面加强纪律和作
风建设，强化日常监督管理，确保
工作不出差错、队伍不出问题。巡
回法庭干警要始终保持对司法权力

的敬畏之心，做到心有所畏、行有
所惧，不闯“红灯”。

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
学普代表重庆市委、市委政法委对
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的成立
表示祝贺。他说，设立最高人民法
院巡回法庭，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作出的重要决策，是深化司法体
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
重要举措。在重庆设立最高人民法
院第五巡回法庭，必将促进我市法
治建设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
为重庆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
供更加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重庆
市委、市委政法委将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
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和
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和要求，全力
支持第五巡回法庭开展工作，为巡
回法庭依法独立公正开展审判工作
创造良好的环境。全市各级政法部
门特别是各级法院要认真学习巡回
法庭的先进审判机制和管理经验，
自觉接受监督指导，加强交流与合
作，不断提高工作效能和水平，进
一步提升司法公信力。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
部主任徐家新主持活动。重庆市委
常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张鸣，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海萍，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潮，云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学群，西
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索达出
席。重庆市委政法委、江北区委、
重庆高院、重庆一中院等有关单位
负责同志，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
法庭全体法官和工作人员参加活动。

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正式办公

⇨⇨上接第一版 要落实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司法为民，弘
扬马锡五审判方式，坚持人民司法
优良传统，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
效的司法服务。要加强诉讼服务中
心建设，畅通案件受理渠道，积极
开展巡回审判，进一步拉近与群众
的距离，让“家门口的最高法院”
更加贴心、赢得民心。

周强指出，第六巡回法庭所在
的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
海、宁夏、新疆五个省区，地域辽
阔，民族众多，要针对巡回区特
点，切实把握案件规律，依法开展
审判工作。要坚决贯彻落实党的民
族政策，努力满足各民族人民群众
的司法需求，服务和推动民族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坚决维护各民族群
众合法权益。要发扬改革创新精
神，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为人
民法院推进司法改革提供更多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

周强强调，要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把严的要求落实到巡回法庭的
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
党风廉洁建设等各个方面，贯穿到
巡回法庭工作全过程。要加强巡回
法庭党的建设，认真落实好管党治
党、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自觉
加强和改进作风，持之以恒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树立最高人民法
院巡回法庭和法官的良好形象。要
加强业务学习，不断提高司法能力
和水平，更好地适应工作的新要求
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要坚持从严
教育、从严监督、从严管理，对违
纪违法行为从严惩处，同时要热情
关怀每一名同志，切实帮助解决工
作、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为干警
全身心投入工作创造良好环境。

娄 勤 俭 代 表 陕 西 省 委 、 省 人

大、省政府、省政协对最高人民法
院第六巡回法庭揭牌表示祝贺，向
最高人民法院长期以来对陕西的关
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最高人民
法院第六巡回法庭设在陕西，充分
体现了党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对陕
西的信任关怀、对老区人民的浓浓
深情，必将进一步推动审判机关重
心下移、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司法
需求，必将极大促进法治陕西建
设、为我省追赶超越发展提供坚实
法治保障。陕西将严格落实中央部
署，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全力
以赴做好服务、支持和保障工作，
为巡回法庭依法公正开展审判工作
创造良好条件。我们将以此次揭牌
为契机，认真学习借鉴巡回法庭的
工作理念、管理方式、监督机制，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全省各级法院和广大法
官干警要进一步强化“四个意识”，
向第六巡回法庭法官多学习、多请
教，推动法院工作迈上新台阶。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
部主任徐家新主持活动。陕西省委
常委、秘书长刘小燕，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祝列克，省委常委、西
安市委书记王永康，西安市委副书
记、市长上官吉庆，陕西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阎庆文，甘肃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梁明远，青海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董开军，宁夏回族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彦凯，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
记闫汾新出席活动。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
院负责同志，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
业基地党工委、西安中院、长安区
法院等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最高人
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全体法官和工
作人员参加活动。

⇨⇨上接第一版 西南地区地域辽阔，位
于祖国边陲，距离北京地理位置较远，交
通相对不便。在重庆市设立第五巡回法
庭，管辖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5省
区市有关案件，将极大方便群众诉讼、减
少当事人诉累，有利于更加公正高效审理
案件，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为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
障。第五巡回法庭也是全国唯一设在直
辖市的巡回法庭。

记者：请简要介绍一下第五巡回法庭
的人员配备和机构设置情况。

李少平：巡回法庭人员主要由庭长、
副庭长、专职党务干部（廉政监察员）、主
审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组
成，实行分类管理。目前，第一、第二巡回
法庭庭长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部级领导干
部兼任，实践效果较好，新设巡回法庭将
继续坚持这一做法。第五巡回法庭设庭
长1名，副庭长2名，专职党务干部1名，主
审法官9名；每位副庭长、主审法官配备法
官助理、书记员各1名。最高人民法院严
格选拔条件和程序，从本院审判部门、综
合部门向巡回法庭选派人员。第五巡回
法庭2名副庭长从现任庭局职干部中选
派，组织领导能力突出，审判实践经验丰
富。9名主审法官法学理论功底扎实，审
判业务能力突出。他们当中，具有博士学
位5人，具有硕士学位4人，平均年龄43
岁，最大的49岁，最小的37岁，队伍人员
结构合理，队伍梯次较好，且均已从事审
判或司法调研工作8年以上，具有丰富的
审判实务经历，承办过多起疑难复杂案件

或参与起草重要司法解释，绝大部分同志
多次获得立功、嘉奖、办案标兵或其他表
彰。

人员配备方面，将严格落实司法责任
制，建立和完善新型审判权运行机制，确立
主审法官主体地位，组建专业化审判团队，
真正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机构设置方面，将建立扁平化管理模式，设
综合办公室，统一负责综合行政、司法调
研、后勤事务、政工监察工作；设诉讼服务
中心，方便群众诉讼，进一步提高诉讼服务
水平，做到机构精简、人员精干、办事高效。

记者：第五巡回法庭将如何在审判运
行和监督管理方面推进司法改革？

李少平：设立巡回法庭是深化司法改
革和探索人民法院未来模式的战略部
署。巡回法庭作为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

“先行者”“试验田”和“排头兵”，一个重要
使命就是敢于改革创新，为全国法院总
结、创造可复制和可推广的经验。按照相
关规定，第五巡回法庭负责审理巡回区内
跨行政区域的重大行政、民商事案件和刑
事申诉案件等，办理来信来访，实现审判
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
讼。作为最高人民法院派出的常设审判
机构，第五巡回法庭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内
设机构，是“家门口的最高法院”，受最高
人民法院本部指导和监督，代表最高人民
法院行使审判权，其作出的判决、裁定和
决定，即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

决定。
第五巡回法庭的设置体现“精简、高

效、实用”等现代新型法院的特点，其运行
和管理过程中，按照“让审理者裁判、由裁
判者负责”原则，组建审判团队，实行合议
庭办案责任制，巡回法庭庭长、副庭长直
接审理案件。严格落实办案质量终身负
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完善防止内
部人员干扰办案的机制，强化防范司法腐
败的机制。巡回法庭立案信息、审判流
程、裁判文书面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巡
回法庭法官实行轮换制，防止在管辖区域
内形成利益关系。

记者：请介绍一下第五巡回法庭的建
设情况。

李少平：第五巡回法庭位于重庆市江
北区石子山体育公园内，总建筑面积达到
1.8万平方米。项目采取一次规划设计，
分期实施的原则，目前一期工程已经完
工，实现了“能办公、能立案、能接访、能开
庭、能生活”的预期建设目标，基本具备履
行法定职能所必需的各项办公条件。

筹建第五巡回法庭的时间紧、任务
重，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大力支
持，市委主要领导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充
分体现了对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工作
的关心。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精心组织，
协调各方，积极推动第五巡回法庭办公楼
建设、办公设施采购配置、信息化安装调
试等工作。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严格选拔，

优中选优，选派骨干力量到巡回法庭工
作；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巡回法庭也
为巡回法庭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可
以说，第五巡回法庭正式挂牌办公，得到
了各方面大力支持，殊为不易。

记者：第五巡回法庭挂牌办公后，有
何初步工作设想？

李少平：第一，是抓好执法办案第一
要务，服务经济发展稳定大局。坚持严格
公正司法，保质保量地完成办案工作任
务，有效树立司法权威，促进提高司法公
信力。依法办理好辖区内每一起案件，就
地化解矛盾，注重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处理涉诉信访问题。第二，是进一步深化
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坚持主动公
开、依法公开、全面公开和实质公开，充分
运用网站、短信、微信等多种渠道，主动向
当事人告知案件信息，切实增强司法工作
透明度。努力形成开放、动态、透明、便民
的阳光司法新机制，不断提升司法公信
力，促进司法公正。第三，深化司法体制
改革，进一步探索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巡回法庭制度。严格落实司法责
任制，建立新型审判权运行机制；建立扁
平化管理模式，提高效率；不断适应新变
化，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继续探索巡回法
庭受案范围，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第
四，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全力推进
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第五巡回法庭现
有的各种技术装备条件，加快建设“智慧
法庭”，推进网上办案，加强诉讼服务中心
建设，不断提升新媒体时代开展法院工作
的能力。

⇨⇨上接第一版 依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
行政和民商事案件”的要求和《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六巡回法庭主要负责审理巡回
区内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一审、二
审、申请再审的民商事案件、行政诉讼案
件，刑事申诉案件，以及涉港澳台民商事
案件和司法协助案件等。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第六巡回法庭的
人员配备和机构设置情况？

张述元：人员配备是巡回法庭组建的
第一要素。在中央批复我院关于增设巡回
法庭的方案后，本着“优中选优、人岗相适”
的原则随即开展了人员选任工作，确定了
第六巡回法庭的领导班子、主审法官、综合
行政及其他辅助人员，并从部分高中级人
民法院借调审判员或助理审判员作为法官
助理。庭长由我兼任，还配备了两位副庭
长，一位是张明，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副庭
长，一位是杨永清，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副
庭长。包括庭长、副庭长在内的12名主审
法官平均年龄47岁，具有博士学位的6人，
具有硕士学位的6人。每位主审法官配备
1名法官助理、1名书记员，组成审判团队。
同时，从院本部审判业务部门和综合行政
部门择优选派综合办公室人员和诉讼服务
中心人员，配齐配强司法行政团队，做好审
判服务工作。

在机构设置方面，成立了最高人民法

院第六巡回法庭分党组，由我兼任书记，
张明同志任副书记，杨永清同志任党组成
员。按照精简高效原则，设立综合办公室
和诉讼服务中心两个内设机构，分别负责
综合行政、司法调研、后勤事务、政工监察
等工作及立案登记、巡回区内来信来访事
项。

记者：作为新设立的审判机构，第六
巡回法庭将施行怎样的审判权运行机制？

张述元：设立巡回法庭的一个重要目
的，就是做司法改革的“试验田”和“排头
兵”。第六巡回法庭将借鉴第一、第二巡
回法庭在审判权运行、审判管理、队伍建
设、司法保障等方面的有益经验，继续实
行审判团队扁平化管理，深入推进主审法
官负责制。庭长、副庭长将直接参加合议
庭审理案件，除自己承办案件担任审判长
外，不再审核、签发其他主审法官承办案
件的裁判文书，全面落实“让审理者裁判、
由裁判者负责”的规定。合议庭随机组
成，不设固定合议庭。同时，根据巡回区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案件特点，积极探索
符合本辖区特点的审判权运行机制，在更
深层次、更大范围推进司法责任制、人员
分类管理等改革，为全国法院司法体制改
革和最高人民法院本部的运行机制改革
积累更多经验。

记者：第六巡回法庭下一步的工作打
算是什么？

张述元：第六巡回法庭将接照最高人
民法院的统一部署，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三
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持司法为民、公正
司法，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法庭队伍
建设，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当前要抓好的工作
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坚持从严治党、从
严治庭，全面加强巡回法庭党的建设和队
伍建设。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深入
进行思想理论武装，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
任和监督责任，建设党和人民放心的高素
质审判队伍。根据巡回法庭组成人员的
特点和工作任务的不同，抓紧细化巡回审
判、案件管理、办案责任、党务政务、廉政
风险防控、行政后勤管理等方面的制度规
范，使巡回法庭各项工作纳入制度化规范
化轨道。同时，发挥基层党团等组织的作
用，关心解决巡回法庭工作人员的实际困
难，营造团结友善、积极向上、风清气正的
良好氛围。

二是要坚持公正司法、司法为民，做
好开庭审案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第六巡
回法庭将抓紧梳理巡回区案件，深入调查

研究，尽快熟悉巡回区情况，针对挂牌后
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综合研判，做好工
作预案，保障良好的审判工作秩序。加强
诉讼服务和巡回区内的巡回审判工作，努
力使司法审判工作服务大局，服务国家战
略，服务人民群众。

三是坚持司法改革，充分发挥巡回法
庭改革“试验田”和“排头兵”作用。借鉴
第一、第二巡回法庭的经验，将最高人民
法院部署实施的各项改革措施在巡回法
庭加大推进力度，紧密结合西北五省区经
济社会发展实际，紧密结合国家发展战
略，紧密针对巡回区司法审判工作面临问
题的特点，研究探索司法审判规律，研究
采取推进改革的具体措施办法。

四是坚持司法公开、信息化驱动，加
强与巡回区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巡回
法庭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安排，大力
加强司法公开平台建设，加强巡回法庭信
息化建设，让人民群众更好更快地了解司
法，监督司法。适时向巡回区内全国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通报巡回法庭的组建基本
情况和工作情况，征询意见和建议。适时
召开与巡回区内五省区律协的座谈会，研
究构建法官与律师新型职业共同体关系
的基本路径，探索实行律师代理申诉、参
与处理涉诉信访等改革事宜。与巡回区
内政法院校开展合作，发挥司法智库促进
司法公正的作用，使司法理论教学研究和
司法实践有机结合，相互促进。

坚持严格公正司法 依法办好辖区每一起案件

弘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正式办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