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2017年5月12日 星期五 评论部主办 责任编辑 杨建文 联系电话：（010）67550746 电子信箱:pinglun@rmfyb.cn

［新闻·评论］

加大司法改革督察力度 确保改革成果落地见效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李少平

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改革督察在打通关节、疏通堵点、破
除阻力、追效问责方面的重要作用，将督察工作作为推动改
革落地见效的重要抓手。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已经
进入“总攻”阶段，各级人民法院要用好用足改革督察这个

重要手段，善于统筹点面，善于抓住问题，善于盯住主体，健
全督察机制，创新督察方式，改进督察工作，务求工作实
效 ，拓展广度深度，狠抓改革落实。确保“督”出改革实效，
以优异的改革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顺利召开。

法治时评 ▷▷

当前，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已进入落实攻坚期，抓落实、抓成
效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第三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要
求，督察是抓改革落实的重要手
段，只有投入更多精力抓督察问
效，拓展督察工作广度和深度，点
面结合，多管齐下，才能提高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的实效。

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改革督察在
打通关节、疏通堵点、破除阻力、
追效问责方面的重要作用，将督察
工作作为推动改革落地见效的重要
抓手。2016 年以来，在配合中央改
革办、中央政法委做好改革督察工
作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就司法责
任制及其相关配套改革，先后对北
京、上海、河南、山西等 28 个省区
市法院组织了三轮督察，并分两批
进行了集中通报。北京、天津、吉
林、上海、陕西、江西、宁夏、青
海、浙江、贵州、福建、湖北、四
川、广西、广东等 22 个省区市的高
级人民法院已对辖区法院改革情况开
展督察，其中，江苏、云南、黑龙
江、甘肃均由高院院长带队督察。总
体来看，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督察
工作格局已初步形成。下面，我就人
民法院如何抓好改革督察工作及下一
步工作要求，谈几点看法：

一、健全督察机制，创新
督察方式

按照中央关于改革督察要突出重
点、点面结合的要求，人民法院在三
轮督察工作中，既督任务、督进度、
督成效，也察认识、察责任、察作
风，初步形成一套科学的督察工作方
法论。

一是覆盖全面，不留死角。广度
上，三轮督察叠加起来，范围基本涵
盖所有省份，每个省份均选取2至3
个有代表性的地级市实地督察；深度
上，覆盖高级、中级、基层三级法
院，重点深入基层，一竿子插到底，
督察改革举措在基层法院的落实情
况；力度上，对于第二轮督察中发现

的推进缓慢、落实不力的省份，督察
组在点名通报、反馈意见基础上，又
在第三轮督察中进行“回头看”，重
点察看整改落实情况。

二是摸清底数，有的放矢。督察
组针对各地实际，通过已掌握的调
研、汇报和举报材料，预先梳理问
题、列出清单，带着问题查台账、做
访谈、究细节、察情况，不搞“听听
汇报，收收材料”“你说什么，我记
什么”的“来料加工”式督察，基本
掌握了全国法院在改革推进过程中存
在的共性问题，及时发现并纠正了部
分影响改革落地实施的“梗阻”问
题。

三是明察细微，不走过场。督察
组采取“听、查、访、评”相结合的
方式开展督察，除召开一线审判人员
座谈会、检查改革文件台账、审判办
案系统外，还以内部谈话形式邀请入
额法官、未入额法官、审判辅助人
员、司法行政人员面谈，及时掌握线
索、了解问题、听取建议。对于入额
遴选考核、院庭长办案等情况，督察
组不仅听汇报、看台账，还查阅业绩
档案、办案系统和案件卷宗，个别征
求干警意见，重点督察中央相关改革
要求是否落到实处。

四是及时反馈，督促整改。对于
督察中发现的问题，督察组采取了

“定向反馈”与“集中通报”相结合
的方式，督促相关法院整改。在
2016 年 12 月召开的“全国法院司法
责任制改革督察推进会”和2017年4
月召开的“全国法院司法责任制督察
整改情况通报暨推进案件繁简分流机
制改革视频会议”上分别做了集中通
报，并点名指出了十多家法院存在的
问题，要求各地认真对照查摆、加强
整改。对两次会议通报的问题，各地
迅速采取行动，逐条对照、全面查
摆、及时整改。法官员额分配机制不

科学、入额遴选把关不严、领导干部入
额不办案等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二、改进督察工作，务求工
作实效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已组织三轮督
察，也总结提炼出部分有益经验，但督
察工作仍有一些亟待改进之处：一是尚
未形成常态机制，挂账整改机制的倒逼
作用尚未完全显现。少数地方也存在侥
幸心理，以为改革督察就是运动式的

“一阵风”，督察组来了欺上瞒下，督察
组走了故态复萌。二是改革考核评估机
制有待健全。个别地方还存在将出台
措施而非改革成效作为绩效考核依据
的情况，简单将指标升降、人员配置
作为改革评价标准，没有对人民群众
的改革获得感进行科学量化评估，没
有从系统集成层面评价改革整体效
果。三是问责力度不够，对一些“不
作为”“慢作为”或“消极作为”的做
法未能及时追责。

对于上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党
组高度重视。年初印发的人民法院
2017 年司法体制改革工作要点中，就
将“建立健全司法体制改革督察常态化
机制，构建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督察
工作格局”作为重点工作任务，要求改
进督察工作方法，实现督察工作全覆
盖、广延伸、无死角，对问题较多的地
区要回头看、促整改、严问责。周强院
长也在院党组会、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会议上多次强调，要建立常态化督察工
作机制，实现改革进展每月调度、重点
事项专项督察、突出问题挂账整改。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继续把改革督
察工作作为推动落实的重要抓手。2017
年 5 月，最高人民法院配合中央政法
委，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继续加大督
察力度，对司法责任制改革、法官单独
职务序列改革、法官工资制度改革和内
设机构改革开展督察，确保法官单独职

务序列改革在5月底前全部完成，工资
制度改革在6月底前落实到位，并在今
年7月之前，推动四项基础性改革任务
基本到位。

三、拓展广度深度，狠抓改
革落实

在中央深改组已经召开的 34 次会
议的新闻稿中，“督察”一词共出现了
69次，而2016年以来的15次会议就出
现了 44 次，可见中央对改革督察工作
越来越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中央
深改组第三十四次会议上，再次强调了
改革督察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拓展
督察工作广度和深度的具体要求。这就
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多措并举、精准发
力：

一是建章立制，在健全督察机制
上下功夫。制定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督
察工作办法，健全常态化的督察机
制，做到改革推进到哪里，督察工作
就跟进到哪里。健全挂账整改制度，
向责任单位发出督办通知，列出问题
清单，明确责任和整改期限，按照进
度节点开展跟踪复查，定期交账、据
实销账，形成倒逼机制。注重每次督
察情况的汇总分析，要求各高级法院
定期报送督察情况，以专项督察报
告、问题专报等形式，及时向中央改
革办、中央司改办报告。

二是突出重点，在推动系统集成上
下功夫。改革督察工作既要涵盖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的攻坚克难情况，也要覆
盖面上改革工作，注重改革的系统集
成，将配套实施方案出台、相关部门协
调配合、典型经验总结推广、改革成果
解读宣传、综合考核评价等工作列入督
察范围，把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和人民群
众获得感作为最终检验标准，确保各项
改革举措不断向中心目标靠拢，推动全
面突破，形成整体效应。

三是务求实效，在发现解决问题上

下功夫。改革督察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
标导向，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真督真
察，动真碰硬，深入实际，深入基层，
掌握“最后一公里”的真实情况，着力
解决“上热下冷中梗阻”等问题，确保
基本情况了解清楚、主要问题分析清
楚、工作方向把握清楚。对督察发现的
问题，要认真研究梳理，列出问题和责
任清单，明确时限要求，坚持有什么问
题就整改什么问题，是谁的问题就由谁
来负责整改，同时举一反三、由点及
面，推动更大范围内整改。对于需要顶
层设计层面统筹协调的，要立即向中央
报告，推动研究解决。

四是奖先惩后，在推广基层经验上
下功夫。督察既要发现问题、纠正偏
差、鞭策后进，又要注意发现典型、总
结经验、表扬先进，积极挖掘、培养、
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和成功
做法。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
有利于”标准，鼓励地方各级法院在提
升司法公信、解决案多人少、强化监督
管理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以改革思维
和改革举措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充分
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
手段服务人民群众、审判执行和社会治
理。对于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创新举措
和鲜活经验，最高人民法院可以以编报
司法改革案例选编的方式总结推广，以
点带面，推动改革落地。

五是以责促行，在夯实主体责任上
下功夫。要盯责任主体，抓“关键少
数”，落实不力、整改不到位的就追究
责任。督察工作要吸收纪检监察部门参
加，将各级法院党组落实改革主体责任
是否到位、各级法院“一把手”是否敢
于担当、亲力亲为抓改革，列入督察工
作要点。要完善改革约谈工作制度，对
于改革政策执行过程中“变形走样”或

“等待观望”的，要及时启动组织谈
话，指导、督促整改落实。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全面深化司
法体制改革工作已经进入“总攻”阶
段，各级人民法院要用好用足改革督察
这个重要手段，善于统筹点面，善于抓
住问题，善于盯住主体，确保“督”出
改革实效，以优异的改革成绩迎接党的
十九大顺利召开。

惩治“伪原创”首先要攻克维权难
张智全

对于权利人来说，合法权益的
维护，需要更多地考虑维权成本。
惩治互联网“伪原创”侵权行为，
首要的是必须解决维权难这一带有
根本性的问题。

去掉作者名字、修改标题、视频
内容截屏、把视频配音转成文字模
式，当前互联网上的不少内容生产者
都遇到了“伪原创”问题，而且侵权
方式多种多样。而令人尴尬的是，不
少作品的原创者很少就权利被侵犯到
法院起诉。

“伪原创”是近年来互联网上最为
泛滥的作品侵权行为。依照著作权法
的相关规定，“伪原创”行为涉嫌对权
利人署名权、作品修改权及完整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及复制权等多项著作
权的侵犯。尽管“伪原创”的侵权行
为十分明显，但多数权利人并未就此
拿起法律武器，果断向侵权者讨要说

法。这一尴尬现象的出现，笔者以
为，症结不在于权利人没有依法维权的
意识，而在于客观存在的维权难。故
此，在这种意义上，切实清除横亘在权
利人面前的维权“拦路虎”，实乃首要
之义。

在一个法治社会，通过诉讼维权毋
庸置疑应是优选。然而，揆诸现实，诸
多横亘在权利人面前的维权障碍，却在
无形中导致了维权成本的过于高昂。也
正因如此，权利人明知自己作品被侵
权，也不得不无奈地选择放弃。权利人
的无奈之举，反过来进一步助长了侵权
行为的肆意妄为。这是近年来互联网上

“伪原创”侵权行为日益猖獗的重要诱

因之一，凸显了攻克权利人维权难这一
“拦路虎”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对于权利人来说，合法权益的维
护，需要更多地考虑维权成本。如果
维权成本过于高昂，那么即使讨回了法
律意义上的公道，也会因得到的赔偿少
于成本的付出而没有实际意义。著作权
被侵权后，权利人维权的目的主要是追
索赔偿。司法实践中，目前著作权侵权
的赔偿一般根据权利人的实际损失，
以及侵权者侵权所得的数额而酌情
判 定 。 文 字 作 品 的 赔 偿 按 字 数 计
算，参照每千字几十元的标准。众
所周知，网络上被“伪原创”侵权
的文字作品一般较短，权利人维权

就算成功，得到的赔偿因被侵权的
作品字数太少，极有可能就是区区
几十元。为了这区区几十元，权利
人则要支付公证费、诉讼费、律师
费等至少要几千元的相关费用，如此
得不偿失，自然也就不敢奢望通过诉
讼维权。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权利人通过
诉讼维权，还面临举证难的障碍。根
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权
利人既要举出自己作品被侵权的证
据，还要举出侵权者侵权所得的相关
证据。这种举证原则的设置，初衷是
确保权利人能获得更多的侵权赔偿，
同时也寄望通过侵权违法所得证据的

确认而对始作俑者提高违法成本。然
而事与愿违，由于举证困难，权利人
不但难以顺利获得足额赔偿，而且还
因违法所得的证据难以收集，导致对
侵权行为违法成本的提高徒有虚名，
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始作俑者“伪原
创”的嚣张。

有鉴于此，惩治互联网“伪原
创”侵权行为，首要的是必须解决维
权难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一方
面，要切实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罚性
赔偿力度，以高额惩罚性赔偿让始作
俑者付出高昂代价，从而确保权利人
在追索赔偿方面不再陷入“捡芝麻丢
西瓜”的尴尬。另一方面，法律不妨
像处理医疗事故责任和环境污染损害
赔偿那样，将举证责任倒置，以法律的
兜底从根本上解决权利人的举证困难。
如此双管齐下，权利人才敢拿起法律武
器，对肆无忌惮的“伪原创”果断说

“不”。

本院受理倪铭阳申请宣告候小娜失踪一案，候小娜身份证
号为411381198710245327,住河南省邓州市陶营乡徐楼村徐楼
393 号，本院于 2017 年 1 月 24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三个
月，现已届满，并于2017年5月2日作出（2017）豫1381民特3号
民事判决书，宣告王建霞失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河南]邓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2015）外民特字第24号，申请人夏强民、申请人

夏强国、申请人夏建华、申请人夏军华申请宣告孟惠荣死亡一
案，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宣告死亡判决书，宣告孟惠荣死亡。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本院审理的申请人徐冬玉、王世达申请宣告王强（男，1976
年8月28日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320113197608285619，户籍
地南京市栖霞区宣闸村沟里队64号）死亡一案，本院依法作出
（2016）苏0113民特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宣告王强死亡，现该
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12月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清波、周应娥申
请宣告刘戆木死亡一案。申请人刘清波、周应娥称，下落不明人
刘戆木与申请人系父（母）子关系，因下落不明人刘戆木于1994
年6月24日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已满二十二年，下落不明人刘戆
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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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刘戆木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
下落不明人刘戆木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
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刘戆木情况，向本院报告。

[安徽]望江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董元喜申请宣告胡鹏失踪一案，经查：胡鹏，男，

1959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城关区铁路新村东街229
号 502 室，身份证号 62010219590928361X，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胡鹏本人或者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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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告胡鹏失踪。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4月2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玲、李敏申请宣告
李万华死亡一案。申请人李玲、李敏称：李万华，女，1935年10月6
日出生，身份证号为620103193510060622，于2008年6月29日离

家出走，至今未归，已满八年。下落不明人李万华应当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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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李万华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李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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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万华情况，向本院报告。 [甘肃]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4月2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虎来申请宣告
张保齐失踪一案。申请人张虎来称，2014年11月，张保齐与家人
失去联系，至今下落不明已超过2年。下落不明人张保齐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张保齐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张保齐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张保齐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北]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周科、周情申请宣告段桂田失踪一案，经

查：段桂田，女，1981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鹿邑县马
铺镇段庄行政村段庄，公民身份号码412725198103038221。段桂
田于2014年10月外出去向不明，至今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段桂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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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段桂田失
踪。 [河南]鹿邑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尚玉玺、尚钰材申请宣告于春艳失踪一案，
经查：于春艳，女，生于1984年2月7日，汉族，住河南省鹿邑县
辛集镇大尚四队，公民身份号码412725198402075022。于春艳于
2007年9月10日外出去向不明，至今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于春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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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于春艳失
踪。 [河南]鹿邑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郭钊铭申请宣告郭合龙失踪一案，经查：郭合龙，
男，生于1973年10月10日，汉族，农民，住镇平县卢医镇白杨树
村老郭庄。于2011年1月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两年。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郭合龙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
裁判。 [河南]镇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师晓辉申请宣告门文娟失踪一案，经查：门文娟，
女，生于1986年7月20日，汉族，农民，住镇平县高丘镇陈营村
陈营二组。于2012年6月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两年。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门文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
裁判。 [河南]镇平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4月2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庆海申请宣告刘青
山失踪一案。申请人李庆海庆，申请人系被申请人妻弟，被申请人刘
表山离家出走、下落不明时间已达2年，中间从未与家人联系，特向
贵院申请宣告刘青山失踪。下落不明人刘青山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
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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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不明人刘青山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刘青山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刘青山情
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抚远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靳绍山申请宣告靳桂芳死亡一案，经查，靳桂芳，
女，居民身份证号230102195710081647，1957年10月8日出生，汉
族，原住址哈尔滨市香坊区电碳街5-6号十三委十七组，于2006
年走失，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
望靳桂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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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李花申请宣告黄红梅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黄红梅，女，1979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湖南省衡阳市耒阳
市南京乡白毛村人，2004年嫁至湖南省邵阳县原黄塘乡峦山村十
二组黎玉正为妻，2006年黎玉正因病死亡，同年12月14日，被申
请人黄红梅离家出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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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陈芷兰、陈德杰申请宣告李湘君失踪一案，经查：李
湘君，女，汉族，公民身份号43112419930202818x，湖南省道县寿
雁镇上李村人，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希望李湘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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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4月1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杨洪梅申请宣告
赵妙玲失踪一案。申请人杨洪梅称，申请人杨洪梅与被申请人赵

妙玲系母女关系，因赵妙玲于2014年外出打工，未与家人联系，
至今下落不明已有三年。下落不明人赵妙玲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
的，下落不明人赵妙玲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赵妙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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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赵妙玲情况，向本院报告。[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田桂莲申请宣告李晶失踪一案，经查：李
晶，男，1946年8月7日生，汉族，原住吉林省大安市临江街1委3
组，身份证号码：222325194608070010，于1995年3月20日离家
出走，下落不明已满二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希望李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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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大安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蒸才申请宣告刘智云死亡一案，经查：刘智云
（曾用名刘淑云），女，汉族，1967年6月6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
320611196706061846，住南通市港闸区天生港镇街道五星村一
组73号。刘智云于1999年9月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限为1年。希望刘智云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示期限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江苏]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邱良友、张维兰申请宣告邱震死亡一案，经查：邱

震 ，男 ，1980 年 2 月 4 日 出 生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320324198002046647，汉族，农民，原住睢宁县凌城镇凌城村575
号，于2009年2月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邱震本人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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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睢宁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魏杰申请宣告魏忠死亡一案，经查魏忠，男，
1963 年 5 月 14 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苏家屯区春榆路 3 号 5
门。于 2012 年 1 月 15 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
魏忠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
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鲍洪新申请宣告被申请人鲍洪祥死亡一

案，经查：鲍洪祥，男，1953年12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
济南市天桥区工人新村南村西区17号楼6单元104室，于2013
年4月10日失踪。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鲍洪祥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
院将依法判决。 [山东]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刘利亚申请宣告刘
金凯死亡一案。申请人刘利亚称，被申请人刘金凯系其父，因患有
精神疾病，于1996年8月离家出走，一直下落不明，公安机关已于
2012年8月2日将被申请人刘金凯公民身份号码及户口注销。其母
徐桂英于2016年3月14日因病去世。下落不明人刘金凯应当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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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刘金凯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刘金
凯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
刘金凯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陕西]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康满年申请宣告康永胜死亡一案，经查：康永胜，男，
汉族，1975 年 3 月 22 日出生，身份证号：610102197503223112，于
2013年2月7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1年。希望康永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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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依法判决。[陕西]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4月1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朱世春申请宣告朱华
礼死亡一案，申请人朱世春称，其系被申请人的女儿，且经被申请
人之妻李金荣授权委托办理被申请人的宣告死亡事宜。其父朱华
礼于2001年3月15日自居住地四川省资阳市保和镇永万村四组离
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申请人及其亲属虽经多方查找，但至今仍
下落不明，且已经超过四年。下落不明人朱华礼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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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不明人朱华礼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朱华礼生存现
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朱华礼情
况，向本院报告。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何玉芬申请宣告被申请人何庆龙死亡一案，
经 查 ：被 申 请 人 何 庆 龙 ，男 ，汉 族 ，身 份 证 号 码 ：
510124192205084611，于2020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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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被申请人何庆龙本人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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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郫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徐宏伟申请宣告徐加建死亡一案，经查：徐加建，男，
1971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长柏路525号
4栋1单元2楼4号，自1997年12月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
寻人公告，希望徐加建本人自即日起向本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联
系方式，凡知悉徐加建下落或生存现状的人员即日起将徐加建情
况向本院报告。公告期间为1年。公告期间届满，经本院核实后，将
宣告徐加建死亡。 [四川]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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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5月11日电 （记
者 白 阳）“这起劳动报酬纠
纷案已判决半年，本院向你发
送了执行令，要求如实申报财
产，但这套房产你并未向法院
申报。由于你没有履行法定义
务，现在我们将依法对这里进
行搜查。”

“还抽得起苏烟呢，欠债的
人 不 穷 啊 ！”“ 法 官 和 ‘ 老 赖 ’
斗智斗勇辛苦啦！”镜头下，执
法人员将从“老赖”家搜出的
现金、银行卡等一一排开登记
在册；屏幕上，广大网友通过
即时弹幕等形式，踊跃参与互
动。

这是记者 11 日在江苏盐城的
一起案件执行现场看到的情景。

当天，最高人民法院、江苏
省高级人民法院、盐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共同发起全媒体直播“攻
坚执行难”行动，盐城市 10 家
法院共出动 500 名执法人员，对
130 多 起 案 件 进 行 集 中 强 制 执
行。全国 20 余家媒体随执法人
员一同走进现场，在线直播法官
与失信被执行人“过招”。对那
些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被执行
人，法院视情采取了拘传等强制
措施。

最高法有关负责人表示，全
媒体直播“攻坚执行难”，对凝
聚社会广泛共识、共同推进解决

“执行难”工作具有积极推动作
用。为了展示法院执行工作真实
状态，让执行工作得到当事人和
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同时倒逼执
行人员提高工作能力、规范执行
行为，去年 10 月，最高法启动
了为期一年的“向执行难全面宣
战”大型网络直播互动活动。目
前，直播活动已在北京、福建、
浙江等地顺利开展，收到了良好
的社会效果。

为实现“用两到三年时间基
本解决执行难” 的 目 标 ， 最 高
法近年来对欠债不还的失信被
执行人频频发力整治。通过健
全联合信用惩戒体系、出台网
络司法拍卖等涉执行司法解释
和规范文件、加大宣传曝光等综
合措施，案件执行质效不断提
升。据统计，2016 年，全国各级
法院采取限制消费等信用惩戒措
施 834.6 万人次， 70.7 万名失信
被执行人慑于信用惩戒主动履行
了义务，实际执行到位金额超过
1 万亿元。

记者获悉，今年最高法除继
续开展执行案件全媒体直播外，
还将从顶层设计上进一步完善执
行工作制度。目前，最高法已先
后出台财产调查司法解释和修订
后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执
行款物管理等 规 定 ， 并 就 消 极
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等
执行中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
治行动。在财产查控方面，力
争在今年 6 月底前实现全国所有
地方性银行的网络冻结功能上
线运行，各直辖市、省会城市
和 14 个沿海、旅游城市须在年
底前建成不动产“点对点”网络
查控系统。根据最高法部署，全
国各高中级法院和有条件的基层
法院要尽快建立执行指挥中心，
确保执行案件统一管理、统一指
挥、统一协调。

最高法攻坚执行难
全媒体直播“治老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