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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强同部分在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

与会人大代表 发言摘登
5 月 10 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一行在山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青岛市委书记张江汀，山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白泉民的陪同下到山东省潍坊市就提升司法质效、深化司法改革、加快法院信息化建设等工作进行考
察调研。调研期间与部分在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行了深入交流，代表委员就法院工作畅所欲言，并对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队伍建设、司法责任改革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新郎希努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桂波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雪芹

司法公开是对群众
司法需求的积极回应

运用信息化加强权力监管

花钱，更重要的是让老百姓了解了司法过程之后，打消
了他们对法院的误解，老百姓更加认同、理解和支持法
院工作了。
二是人民陪审员“全案参审”。人民陪审员制度，由
来已久。但在司法公开推开之前，陪审员制度落实得并
不是很好，存在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问题，陪审员的作
用没有发挥出来。最近几年，山东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
院的部署要求，针对陪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施陪审员
“倍增计划”，不仅陪审员数量翻倍，而且要求基层群众代
表不低于 75%的比例。这是一大进步，让想参与、有能力
参与司法的人民群众进来，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是裁判文书上网为人民群众监督司法提供了更加
直观的平台。将裁判文书在互联网上公开发布，是法院
敢于亮丑、倒逼审判质量的大胆之举，也是对传统司法
公开工作的一次革命。裁判文书公开上网不仅让老百姓
及时了解了法院工作，且可以督促审判人员自我加压，
提高裁判文书写作水平，倒逼办案质量和效率。可以
说，这是一个“双赢”的司法举措。
司法公开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各界、人民群
众都纷纷给予了好评。这证明最高法院的这个举措是正
确的，完全符合当前形势的发展。

2013 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全国法院全面推
进司法公开，这是大数据、全媒体时代，人民法院实现
阳光司法的“革命性工程”，更是对新时期人民群众司
法需求的积极回应。对此，我有三点深刻体会：
一是审判、执行信息的及时公开，让人民群众
更加了解、理解司法了。审判流程、执行信息公开
平台运行后，案件立案进度、合议庭成员、送达保
全情况等信息都实现了实时推送，让当事人第一时
间了解案子的进展情况，不仅让当事人少跑腿、少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昌邑市奎聚街道杨
洼村党支部书记，潍坊金丝达实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 刘国田

促进知产保护全面扩展

这几年，
无论是参加全国两会，
还是在日常工作中，
我都真切感受到了中国法治的进步。具体有四点体会：
一是周强院长带领各级法院围绕全面依法治国，
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努力推进公正司法，
维护公平正义，在严惩暴力犯罪、经济犯罪、侵犯公民
权益犯罪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年的最高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框架清晰，文风清爽，数据翔实，打开天窗
说亮话，司法公信力和人民群众信任度、满意度大大提

高，代表们的赞成率高达 91.92%，这个数据也体现出从
最高人民法院到各级法院对代表监督工作的重视。
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又新增设了 4 个巡回法庭，目
前，全国共有 6 个巡回法庭。这些巡回法庭被群众称为
“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它们的设立不仅确保司法机
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杜绝关系案、人情案、金钱
案，还对地方法院审判案件和地方政府依法办事起到重
要的监督制约作用。
三是作为企业代表，我特别关注法院在经济、金融
领域的新举措。山东法院先后制定出台一系列为经济转
型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和措施，这些举措为
金融改革创新，保障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劲有力
的司法保障。
同时，在经济新常态下，企业正在创新发展中涉及
到专利技术、自主研发成果、商标品牌、商业秘密等知
识产权保护的谈判和法律事务越来越多。我建议最高人
民法院设立更多的知识产权法院，并多进行法律宣传、
专业指导和咨询服务，促进知识产权的保护从重点领域
向全面扩展，保护全民创新的积极性，构建互联互通的
知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
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次日上午 10 时在本院
郑振星：本院受理原告苏才情与被告郑振星民间借贷纠纷 （厦门市湖滨南路 334 号）第二十三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遇节假日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闽 0203 民初 43 号开庭传票、应 顺延），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起诉
[福建]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状副本、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本公
无主财产认领公告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时间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
本院于 2017 年 3 月 24 日依法受理了申请人英德市机电排灌
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莲前法 管理总站提出的认定无主的申请。申请人英德市机电排灌管理站
庭（莲前西路 194 号）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申请称：英德市机电排灌管理总站已宣告破产，该厂房第11卡、大
[福建]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门侧房、空地所摆放的物品为无主财产，需清除处置。经我院调查
郑振星：本院受理原告林亚福与被告郑振星民间借贷纠纷 确认，现场财物有：冷藏柜一台(型号 SD／C-175)、含轮椅可移动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闽 0203 民初 80 号开庭传票、应 摆物价一台、破旧床垫一张、办公桌一张、液化气罐两个、拼板床一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起诉 张、全新 SH1NC0 空调三台、衣柜一个、储气罐六个、空气压缩机
状副本、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原告的 五台。凡认为对该财产具有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益的人，应当自公
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 295.8 告之日起一年内前向本院申请认领，并提供具体联系地址及其联
万元（其中 200 万元为本金，自 2015 年 1 月 10 日起按年利息 25% 系方式。逾期无人认领的，本院将判决认定该财产无主，收归国家
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暂计至 295.8 万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 (或者集体)所有。
[广东]英德市人民法院
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送达执行文书
答辩状的时间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
王辉：本院受理申请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被
顺延）在本院莲前法庭（莲前西路 194 号）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执行人王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依法判决。
[福建]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2015]沈和民三初字第 2003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
沈斌、郑玉桃：本院受理原告李国雄诉你们与第三人郑玉桃合 已立案执行。因你方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现拍卖被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闽 0203 民初 3561 号案 执行人王辉名下位于沈阳市大东区东陵西路32-2号1-7-1（建筑
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诉讼权利义 面积 74.42 平方米）房产，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6）辽 0102 执
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 1479 号拍卖裁定书、拍卖通知书及辽宁世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6 日出具的辽世信房评字【2017】第 050 号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评估报告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你方于公告期满后
期限届满后次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厦门市湖滨南路334号）第 10 日内可向本院提出书面复议申请，逾期视为无异议，本院将依
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遇节假日顺延），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 法对该房产进行拍卖、变卖。 [辽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法缺席审判。
[福建]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夏岩：本院受理金昌男执行夏岩居间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黄明超、吴露蓉、厦门君爵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 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国雄诉你们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闽 本院领取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0203 民初 3901 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辽宁]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证据材料、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
李雁、钱红霞、杨元早、杨东霖：本院执行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公司烟台保税港区支行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因你们下落不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离不开良好的
法治环境和发展环境。人民法院积极做
好企业法律风险的源头预防工作，为企
业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
我们深切感受到，这几年在周强院
长的领导下，全国各级法院的司法能力
显著提升，
司法作风更加务实，
司法环境
越来越好。山东法院破解执行难的措施
很实，
比如执行联动机制、信用惩戒机制
都很健全，
执行工作有了很大改变。
我建议：一是加强队伍建设，推动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鸢都英合律师事务所主任

高明芹

让司法辅助人员尽快到位
近年来，
我感到人民法院服务改革发
展大局的意识强，充分发挥各项工作职
能，
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如在审
理僵尸企业破产案件，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方面，
最高人民法院去年确定了建立
破产案件快速审理机制，
加快制定相关司
法解释和司法政策，
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供了司法保障，
也为尽快处置僵尸企业
提供了依据，
实践中效果非常好。
司法为民工作到位。进行立案登记
制改革，
有案必立，
让老百姓感受到实实

在在的司法实惠；充分保障人权，依法纠
正冤假错案；妥善审理民生案件，切实保
障民生权益。
建议：
一是推进以员额制为核心的司
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落实，
尽快解决员
额制改革后司法辅助人员不到位的问题，
畅通他们的晋升途径。
二是加大对基层法
官的培训力度，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三
是加强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宣传，
特别是用
群众容易接受的方式，让群众了解法院，
支持法院工作。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工商联副主席、青州尧王制药有限公
司总经理 宗立成

合社会之力 破执行之难
山东法院的工作可以用“发挥职
能，司法为民”这八个字来评价。作为
一名全国政协委员，我要为山东法院工
作点赞。
山东是全国法院收结案大省，案多
人少的矛盾一直比较突出，去年全省法
院坚持内部挖潜，实施审判提速工程，
加强审判质效管理，特别是开展未结案
件清理活动，全年案件结收比达到
100.7%，非常不容易。在面临繁重办案
压力的同时，服务发展更加有力。对于
解决矛盾、化解纠纷、促进和谐具有重

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个月内，有权申请
参加诉讼，也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申请参加诉讼须向本
院提交书面申请。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尹忠臣：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陈金平诉你方返还采矿转让款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申请执行人陈金平向本院提出的追
加被执行人申请书，你方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到本院领取执行异议申
人民法院报2017年5月20日（总第7011期）
请书，逾期领取视为送达。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明。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
刘赞实：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刘同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0602执689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
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0214执984号案件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
产令。限你们自本公告生效之日起3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申请
产令。责令你自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本院（2016）鲁0214民初
执行人自动履行执行通知书确定的下列义务：1、向申请执行人支付
1363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并向本院报告当前及收到执行通知
案款3220627.38元，同时自2016年5月1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
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止仍按合同约定偿付利息、罚息。2、向申请执行人加倍支付迟延履
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3、申请执行人申请对登记在钱红霞名下的坐落
刘月清、高金明、史爱莲、高正光：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蒋仁燕
于烟台市芝罘区胜利路208号内916号、烟房权证芝字第293970号
与你四人完成行为执行一案，现进入执行程序，向你公告送达执行
房屋所有权证项下的房产经评估拍卖和变卖后的价款在最高抵押
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从公告
额3500000元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4、申请执行人申请对登记
届满之日起，7 日内来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自动履行大同
在杨元早名下的坐落于烟台市莱山区观海路鹿鸣小区40号楼2单
市城区人民法院(2016)晋 0202 民初 2013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元1702号、烟房权证芝字第208393号、坐落于烟台市莱山区观海路
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鹿鸣小区41号楼1单元801号、烟房权证芝字第294007号房屋所有
尚凯凯：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西安太华路支行与
权证项下的房产经评估拍卖或变卖后的价款分别在最高抵押额
被执行人尚凯凯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一案，依法通过西安市中级人民
3500000元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5、申请执行人申请对登记在
法院委托陕西建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位于西安市未央区马旗
杨东霖名下坐落于烟台市芝罘区奇山路52号内2号、烟房权证芝字
寨路（太元路）南华远?君城4幢1单元3层10306号房屋一套予以评
第313837号房屋，坐落于烟台市芝罘区园城路107号内7号、烟房权
估，现已作出陕建业房评（2017）第0202418号房地产估价报告，现予
证芝字第313838号房屋所有权证项下的房产经评估拍卖和变卖后
以公告送达，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
的价款分别在最高抵押额2000000元和1500000元的范围内享有优
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
先受偿权。6、申请执行人对登记在杨金潮名下的坐落于烟台市芝罘
估，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陕西]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区南迎祥路24号-2号、烟房权证芝字第183575号房屋所有权证项
贺艳霞：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西安太华路支行与
下的房产经评估拍卖和变卖后的价款在最高抵押额3500000元的范
被执行人贺艳霞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一案，依法通过西安市中级人民
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7、向本院缴纳执行费。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法院委托陕西建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位于西安市未央区马旗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
寨路（太元路）南华远?君城18幢1单元12层11201号房屋一套予以
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申请没收被告人刘天林违法
评估，现已作出陕建业房评（2017）第0202318号房地产估价报告，现
所得一案,已查明刘天林（男，1957 年 7 月 30 日出生，2017 年 1 月 1
予以公告送达，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
日死亡，原系山东省商务厅机关服务中心主任、山东国际商务有限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
公司董事长）涉嫌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获违法所得人民币7.1万元，
评估，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陕西]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扣押于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检察院。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杨建：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付琳与被执行人杨建民间借贷纠纷一
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公告告知被告人刘天林的近
案，
因你拒不履行，
故本院依法将你名下位于西安市未央区渭滨街南段

公 告

司法工作人员正规化、专业化和职业化。
扎实推进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加快落实法
官员额制改革的配套措施。细化保障法官
依法履职的人身安全保障规定。
二是依托信息技术，加强对审判执行
权力运行的内部管理与监督。进一步推进
数据集中管理平台建设和应用，推动大数
据分析在审判、执行、司法管理中的全面
应用。以信息化手段推进审判、执行流程
再造。积极探索移动互联环境下司法公开
新途径。

要意义。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服务大局精准
有力，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司法
助力。潍坊中院多年来持续深入推动多
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创造了全国多
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潍坊经验”，
司法工作惠及老百姓。
推进执行工作把群众利益落到了实
处，希望潍坊法院在用 全 、用足、用
活、用好法律的同时，通过精细化分工
和集约化协作，合全社会之力，确保如
期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
（本版文字/闫继勇 摄影/耿倩倩）

320号东区的房屋（产权证号1125116013—4—1—10—21902）进行了评
估，
评估价为99.51万元。
现向你公告送达陕正衡房评报字（2017）第056
号评估报告，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评估价格
有异议，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
逾期我院将依
法进入拍卖程序。
[陕西]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邓晓玲、杨相元：本院受理申请人岳占山申请执行邓晓玲、
杨相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新 2324 执
205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决定书、限制消费令。执行
通知书载明你们应支付申请执行人岳占山借款本金 248700 元，
执行费 3631 元。申请人耿东生申请执行邓晓玲、杨相元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新 2324 执 206 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执行决定书、限制消费令。执行通知书载明你们
应支付申请执行人耿东生借款本金 232825 元，执行费 3392 元。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新疆]玛纳斯县人民法院
闫政柏、闫静兰、孙静、闫泰丞、苏菀娜中布：本院受理申请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与被申请人西双版纳中景实业有
限公司、闫政柏、万晓彤、闫静兰、杨洪滨、孙静、闰泰丞、苏菀娜中
布、窦云波、李海霞、刘成、熊燕玲、李勤毅、云南中原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诉讼保全一案，在保全过程中，查封了你方在昆明市的房产共
98套(查封详单附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查封清单，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送达仲裁文书
罗云、林兵：本委受理你们与安塞金俊行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延仲
裁字第 128 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委领取裁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高玉贵、罗海
清：本委受理你们与安塞金俊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委（2016）延仲裁字第 129 号裁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李永祥：本委受理你与冯继云、尹
生芳、冯静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委
（2016）延仲裁字第 116 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
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延安仲裁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