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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新观察司法司法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智慧法院建设的联想
魏 涛

智慧法院建设中的智慧司法是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
受到公平正义的智力支持与保障。司法方法应当是智慧的表现，司法思想
应炼就智慧的品质，司法智慧是人才的智慧。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定位”信息如何保护
许 辉纠纷可能产生于有法不知、目无

法纪、自甘无知、不愿学习的愚昧，也
可能缘于知法犯法、自以为是，不依法
办事的“聪明”，不管是缘于前者还是
后者，都亟须用智慧去评判和化解，恰
如谚语所说“把所有的愚昧淘尽，会看
到沉在最底下的智慧。”

孟子曾说“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智慧是辨析判断的能力，“智慧胜过精
金，知识强如纯银。”不论是传说中的
所罗门通过观察两位妇女中哪一位宁
可放弃亲子也不愿撕扯争夺，从而判
定真正的母亲，还是林肯通过月光与
方位的分析而为无罪的人辩护；不论
是传说中昼断阳、夜断阴的包公、还是
巧断十五贯疑案的况钟，智慧都是这
些故事中熠熠生辉的精神，智慧问案、
智慧听案，智慧断案，的确如法谚所云

“法律的睿智不能以金钱评价”，“期待
比法律更为贤明睿智便是愚蠢。”智慧
法院建设中的智慧司法是使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
正义的智力支持与保障。

司法方法应当是智慧的表现。“虚
诞百出，即三刺、五听尤不得其情者，
须智如灸辗，术同钩距，俾丝毫不能逃
吾毂中，虽暧昧之狱，亦迎刃而解矣。”
智慧表现在司法者专注倾听、仔细审
视、耐心询问和对各方辩论观点与证
据的辨析与判别；表现在自由裁量的
能力和水平，情理法三字经的融会与
贯通，智圆行方；“道寓于器以起用”，

智慧还表现在影像技术、DNA技术、
痕迹技术等科技方法的愈来愈大量的
使用，科技取证、科技验证、科技采证，
当然是司法智慧把控人工智能。有道
是“智非察不神，察非智不精”，缺乏智
慧的司法方法便无力去追求到公正的
目的。

司法思想应炼就智慧的品质。谚
云“知识有顶峰，智慧没有边际。”在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民商事、行政、刑
事裁判的司法实践中，在需要大数据、
云计算统计分析的司法案件中蕴涵着
大量的法院智慧、办案智慧，这是司法
智慧的源泉。法哲学、法律科学中的
理论、应用科学，法律技术、司法方法
都是富含哲理、法理、常理、事理的智
慧、也是讲求智慧的学问。实践出真
知，交流传智慧，智慧的司法思想可以
传承，应当学习，学习要向经典司法著
作学习，向包括冤案在内的典型司法
案例学习，向杰出司法人才学习，学习
他们司法思想、方法中的智慧。既要
学习各地法院、法庭法官的智慧，注意
学习基于事实证据的各方观点、意见
在法庭上交流、交汇，抵摩激荡而生成
和展现的更多智慧，还要注意学习市
井社区、田间地头释纷利俗的智慧，当

然也离不开学习包括现代信息技术在
内的更多的科技方法。编撰《智囊》的
冯梦龙就说“智犹水，然藏于地中者，
性；凿而出之者，学。井涧之用，与江
河参。吾忧夫人性之锢于土石，而以
纸上言为之畚锸，庶于应世有瘳
尔。”智慧在于明确辨析和果断受理
纠纷案件，在于对证据与待证事实间
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的识别与
确认，在于能找到利益各方的争点、
焦点、平衡点，依法析明法理、事
理、情理、人伦大理、息事宁人，在
于能咬文嚼字，善文辞喻心，撰写出
简洁有力的裁判文书，在于智勇兼备
地法办背约逃债违法犯罪者，让裁判
事项落地生根的执行活动。

司法智慧是人才的智慧。司法是
社会人文现象，司法自然需要人的智
慧，所以，培养、爱护人才是更大的
智慧。智慧法院建设固然离不开自动
化、电子化、网络化办公设施装备等

“硬件”，但包括驾驭、使用这些机器
智慧在内的主持开庭程序，主持法庭
调查，主持质证认证，主持撰写承载
智慧的裁判文书，都离不开司法人才
的发现、培养、使用，离不开智慧的

“软件”。而包括司法电子网络、信息

科技在内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
鳖的机器智慧都是人才的智慧，是人才
智慧的表现、智慧的拓展和延伸；“十
年树木，百年树人”，智断巧判的智慧
司法人才队伍的培育、壮大乃是智慧法
院建设的重点。

人类文明史就是智慧及其衍生品的
发达史。“有智之人，游行世间，如白
日、满月、万炬火之下，见重泉，得其
水骨，见砂石，达其本际……无智之
人，如走落日、死月、息炬之下，摘埴
索涂，或触其额，或蹶其踵，不戒而坠
于深堑。”司法文明进步史，实为立
法、司法方法、技术智慧进步史，是人
类智慧的司法在诊治、匡正人类的愚昧
和狂妄，如在纽伦堡、东京审判二战罪
魁，如贸易争端纠纷解决机制，是人类智
慧的司法活动在纠正、弥合人们因为利
益与偏见而生的纷争，确如法律格言所
云，“法官应具有两种素质：有明智，始能
免于愚昧；有良智，才不致邪恶。”亦如明
代文学家、戏曲家李渔在给冯梦龙的《智
囊》作序时所言“智能善世而其利又不止
于善世。智不可无，诈不可有。”司法智
慧将和法现象一样成为法律人共享的历
久弥新的永久话题。

要实现“我的坐标我做
主”，首先需公众对个人自身地
理信息应有足够的保护意识；其
次要有效查处、惩罚侵犯个人地
理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

即将于今年7月1日实施的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明
确将个人地理信息纳入法律保护，引
发社会各界对个人地理信息安全的广
泛关注。个人地理信息泄露面临哪些
风险？该如何保护个人地理信息安全？
现实中，不少用户在下载并运行一些
APP时，都被要求授予获取位置信息
等权限，否则好多功能将受限制。

在网络定位服务越来越“懂你”的
当下，个人地理信息正面临“被坑”的现
实困境，这个“坑”到底有多深、多危险，
不少网民很是关心和担忧，保护个人地
理信息就成为了新修订的测绘法规定的
亮点之一，“我的坐标我做主”也就成为
了法律依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法律有了规定，但是要实现“我的坐
标我做主”，还有两步关键的路要走：第一
步，公众对个人自身地理信息应有足够
的保护意识；第二步，有效查处、惩罚侵
犯个人地理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

个人地理信息属于个人信息的组
成部分，这一点在立法上毋庸置疑，但
在实际生活中，不少人并没有这种认
识，对那些擅自采集个人地理信息的
APP 委曲求全的做法就足以说明一
切。还有些人更是主动让个人地理信
息“裸奔”，走到哪晒到哪，犹如现场直
播般，殊不知自己的隐私已经被泄露，
为非法采集、利用个人信息者大开方
便之门。如果自己对个人地理信息泄
露都满不在乎，就更谈不上主动与侵
害个人地理信息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了，依法保护个人地理信息的合力就
会大打折扣。如果公众对自身地理信
息有足够的保护意识，敢于对非法采
集个人地理信息的APP说不，则会倒
逼 APP 运营者依法规范收集个人地
理信息的行为，而不至于再明目张胆
地出现“你的坐标我做主”的局面。

实际上，有些人之所以明知有些
APP要收集自己的地理信息，仍然还
选择使用这些APP，是因为以前除了
用还是不用两种选择外，再无第三种
选择。但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定逐
步建立健全的当下，尤其是测绘法正
式实施以后，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建立
健全对非法采集个人地理信息的APP
的投诉、查处机制，既要开辟用户可以
选择投诉举报的渠道，还要保证用户
对查处情况的知情权。根据我国网络
安全法第41条的规定，APP运营者收
集、使用个人地理信息，应当遵循合
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不得收集与其
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地理信息，不
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
的约定收集、使用个人地理信息。这就
为相关职能部门查处APP非法采集、
使用个人地理信息提供了法律依据。
谁来查、怎么罚的问题，网络安全法第
64条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罚款上限
甚至可达一百万元。

实现“我的坐标我做主”，法律底
线已经清晰可辨，但是实际操作还任
重道远，公民个人对自身地理信息保护
的意识以及查处非法采集、使用个人地
理信息的机制都还有待加强，只有这两
方面同步跟上了，“我的坐标我做主”才
会常态化，个人地理信息受法律保护才
会有更多的实质内涵和具体指向。

微言大义

观点

短评

“卵子黑市”隐藏多重风险

国家卫计委明确规定，严禁任何形式
的商业化赠卵和供卵行为。而在南京，记者
发现“卵子黑市”已经存在很多年了，形成
包括体检、取卵、代孕等多环节的黑色产业
链。近日，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捐卵广告已
经十分猖狂，甚至已经贴到了医院和高校。

那些身体健康、正值青春的女大学
生，成为“卵子中介”重点的青睐对象，他
们根据女大学生的颜值、学历、年龄、所
就读的高校等明码标价，通过贩卖她们
的卵子赚钱。

然而，女大学生名为“捐卵”，实为卖
卵的背后，却隐藏着诸多的风险。先说健
康风险，其一，“卵子中介”为了多取卵，
就会给女性服用促排卵药物，这可能会
导致事后女性异常排卵，形成高危妊娠，
对母婴的安全健康带来影响。其二，服用
促排卵药之后的女性，往往流产率、早产
率、胎儿死亡率都较之正常女性要高很
多。其三，会对生命安全构成威胁。促排
卵药的服用必须在医生的正确引导下使
用，否则可能会使女性的卵巢内分泌受
到过度刺激，并且影响血管通透性，严重
者急性肾衰竭，甚至还会引发生命危险。

再说法律风险。国家卫计委2003年
重新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
明确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以任何形式募
集供卵者进行商业化供卵行为。因为这
是一种非法买卖，一旦买卖双方在交易
过程中产生矛盾和纠纷，受害者一方是
很难得到法律保护的。

奉劝人们不要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
去做出卖自身卵子、伤害身体健康的事情。
同时，我们还要呼吁教育部门，把生命健康
教育纳入整个教育体系，让他们对自己的
身体，对危及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常识
多些了解，以便自觉地抵制这种盲目卖卵
的行为。 ——苑广阔

严惩“助考”让“天下无弊”

公安部、教育部等部门协同配合，高考
前打掉了多个“助考”犯罪团伙。截至目前，
已缴获一大批无线考试作弊器材，抓获犯罪
嫌疑人23名，其中17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高考是广大中学生的“人生第一
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任何形式的
舞弊及组织、帮助舞弊行为，都是对考试
秩序和公正性最严重的破坏。因此必须
对其保持“零容忍”，绝不能让其钻了空
子，危害考试公平。

这里所谓的“助考”，实为“助弊”。从
考前公安机关侦破的一系列“助考”犯罪
案件来看。犯罪分子都是和个别考生相互
勾结，采取黑客窃密、网上串联、特殊器材
传输等多种方式与高科技手段推广、组织
和参与作弊，危害突出、影响恶劣。

对此，公安机关表示，将和教育部门
继续对涉考犯罪活动保持高压打击态
势，对涉考犯罪嫌疑人依照刑法修正案
（九）有关规定严肃处理，依法追究当事
人及相关人员刑事责任。同时，警方和教
育部门提醒个别图谋作弊的考生和家
长，对通过各种方式参与高考作弊的考
生，一经发现，将依据教育法和《国家教
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 33
号），取消其当年高考报名资格或录取资
格，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
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构成犯罪的，
交由公安机关依法严肃查处。

十年寒窗苦，作弊断前程。应当看到，
诚信乃立身处世之本，作弊抄袭不仅违法
悖德，也有违一个人的诚信形象。对于年
轻的考生而言，人生的画卷才刚刚打开，
千万不要一时糊涂而因小失大。

——徐建辉

杨蕾：本院受理谢兴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皖 1103 民初 339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

陈琳琳：本院受理原告李福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冀0927民初894号案件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南皮县人民法院

董桂梅：本院受理原告刘彦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0306民初288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上述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

宋健：本院受理原告郑国庆与付小茸、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黑0202民初1869号案
件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

崔红卫：本院受理原告郭云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黑1202民初171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法院
苏建生：本院受理原告王克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黑0208民初7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人民法院

郭胜、骆风英：本院受理原告许静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鄂0691民初151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陈如周、唐海芹、吴江隆旺水电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与被告陈如周、唐海芹、吴江
隆旺水电工程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苏0509民初111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吴建波、鲁俊霞、孙国立、河南宏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组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苏
0303民初217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贰份，上诉于江苏省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

昆山建业工程有限公司、倪志荣、吴菊英、倪劼程、周涛：本
院受理原告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支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苏0583民
初22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昆山市人民法院

刘仁安：本院受理原告吴江市枫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与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依照法律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苏0509民初137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震泽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义乌市华珊服饰有限公司、李沙珊：本院审理吴江盛圣纺织
丝绸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苏0509民初2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盛泽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产生
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吴江市盛立钢贸有限公司、刘晓莹、张新旺、吴长钦、郑妙
香、王爱华、吴宏双、苏州新申物流有限公司、苏州新闽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苏州闽震担保有限公司、肖灿彬、肖家温、叶宝娟、魏
清莲：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分行与被告吴江市盛立
钢贸有限公司、刘晓莹、张新旺、吴长钦、郑妙香、王爱华、吴宏
双、苏州新申物流有限公司、苏州新闽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苏州
闽震担保有限公司、肖灿彬、肖家温、叶宝娟、魏清莲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苏
0509民初996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王爱军、韩嬿、昆山君诺健身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张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苏0583民初116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
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昆山市人民法院
吴江市亿德钢铁贸易有限公司、苏州新申物流有限公司、苏

州新闽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苏州闽震担保有限公司、张新旺、吴
长钦、刘晓莹、王爱华、吴宏双、郑妙香、连敏：原告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吴江分行与被告吴江市亿德钢铁贸易有限公司、苏州

新申物流有限公司、苏州新闽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苏州闽震担保
有限公司、张新旺、吴长钦、刘晓莹、王爱华、吴宏双、郑妙香、连
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苏0509民初995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钟瑞珠：本院受理原告蔡联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康民二初字第2785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横市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法院

乔军红、秦惠娥：本院受理原告张祎、韩亚红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陕
0429民初9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为：被告乔军红、秦惠娥
连带清偿原告张祎、韩亚红借款16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太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旬邑县人民法院

张顺山：本院受理关旭强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6年10月31日作出的（2016）冀1082民初3225号民事判决书
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于2017年4月21日立案执行。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冀1082执1066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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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三河市人民法院
李振山、李换霞：本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河北省永年县

人民法院（2008）永民初字第722号民事判决书，受理了张永军申
请执行李振山、李换霞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
二人公告送达（2009）永执字第260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7日内自
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并责令你们自公告期满后5日内自动向本院申报财产情况，

如拒绝申报或者虚假报告，本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并根据法律规定，
将你们纳入失信名单。 [河北]邯郸市永年区人民法院

焦作澳德澜牧业有限公司、张波、侯燕利：河南省畜牧业投资
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向你们送达（2016）豫 0105 执 10750 号执行通知书、
（2016）豫0105执10750号财产报告令及（2016豫）0105执10750号
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们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本院（2016）
豫0105民初7843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本院
将依法对侯燕利名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英协路50号1号楼3单元
5层501号（房产证号：0901040392,建筑面积：78.68㎡）予以评估、拍
卖。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
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通知。你们应于公告期满之日起
7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评估、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
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谭光明：本院受理万水萍、刘雅静、刘雅楠、吴桂花申请执行浏
阳市太平桥三丰花炮厂、渠振福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08）乌法执字第32－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书载
明：追加第三人谭光明为本案被执行人，谭光明应在本裁定生效之
日起5日内履行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8）内民终字第32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与王翠

云、陈爱斌、西安万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查封被执行人王翠云位于本市雁塔区翠微路曲江6号二期第20幢
1单元17层11702号房屋的产权并已评估。申请执行人向本院提出
申请，要求拍卖所查封的房产，现向上述被执行人公告送达本院
（2016）陕0103执2330号评估、拍卖执行裁定书和评估报告，自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本案将依法进入拍卖程序。 [陕西]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蒋晓晴：本院在执行马聪与蒋晓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委托
相关评估机构对你位于西安市碑林区草场坡甲字50号2号楼10604
室（房产证号1100106010-70-2-10604）房屋一套评估。现依法向你
送达评估报告及执行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60日内来本院执行
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陕西]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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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被告人吕涛、解洪淋均
系一人犯数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公诉
机关指控被告单位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
公司和被告人吕涛、解洪淋、杨英犯骗取
贷款罪，被告人吕涛、解洪淋犯骗购外汇
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
成立。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吕涛、解洪淋、
杨英在单位犯罪中，受郭文贵指使实施骗
取贷款犯罪行为，应认定为直接责任人
员，处于从属地位，系从犯，依法予以减轻

处罚；被告人吕涛、解洪淋受郭文贵指使
实施骗购外汇犯罪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
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予以从轻处
罚，其中附加刑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解
洪淋有自首情节，被告人吕涛、杨英到案
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三人均认罪悔罪；
涉案贷款已全部归还，据此，可对被告单
位、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

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全
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
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的相关规定，以

骗取贷款罪判处被告单位北京盘古氏投资
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2.45亿元；以骗取贷
款罪、骗购外汇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吕
涛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以
骗取贷款罪、骗购外汇罪数罪并罚判处被
告人解洪淋执行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并处罚金；以骗取贷款罪判处被告人杨英
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另据记者从有关司法机关获悉，北
京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政泉控股
有限公司有关人员涉嫌犯罪系列案又有

三起案件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其
中，大连市检察机关已决定对北京盘
古氏公司有关人员涉嫌职务侵占罪、
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依法提起公诉，
河南省开封市检察机关已决定对郭文
贵为实际控制人的河南裕达置业有限
公司及职员涉嫌骗取贷款、票据承兑
罪依法提起公诉。此外，该系列案中
有关犯罪嫌疑人涉嫌强迫交易、行贿、
挪用资金、非法拘禁等案件，有关司法
机关正在依法推进中。

⇨⇨上接第一版
就这样，贾明善连着送了三年，王

晨光也“买”了三年。第四年送了个自
制躺椅，王晨光同样也给了钱。之后，
老人去世了。

两年给当事人送粮食

申请人获嘉县中和镇大官庄村的郭
现武与被执行人郭元章、郭大明一案也
是一起赡养纠纷案件。双方是父子关
系，因赡养问题闹到法院，法院经过审
理后，判决三个儿子每人每年给付玉米
150 斤、小麦 100 斤还有部分生活必
需。执行中，由于其中的两个被执行人
在外地务工，而且谁也不主动履行义
务，老人的生计出现了问题。

王晨光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多
次电话联系被执行人，被执行人口头
虽答应但并无行动。眼看着老人就要
生活不下去了，王晨光终于等到了一
个机会。他得知郭元章要回老家办理
女儿的婚事，利用这一时机对郭元章
进行了强制拘传，与他谈孝道、话伦
理。同时，电话与另一个被执行人密
集电话沟通和协商，最终两被执行人
表示，愿意跟其父母达成协议主动履
行义务。

看到老人的生活问题有了着落，
王晨光舒了一口气。然而后来，两被

执行人虽然口头上表示愿意履行义
务，但心里并不情愿，在履行中找各
种借口，要把粮食送到法院，让行动
不便的老人自己到法院去拉粮食。“案
件妥善执行、保障老人生活最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被执行人提出不合理
的要求，只要我们能办得到的都尽量
满足他们。”王晨光说。

法院离老人所在的村子有 40 里
地，被执行人的做法明显是故意难为老
人。等到粮食送到法院后，王晨光就找
来架子车，并和同事一块把粮食给老人
送到了家里，而且一送就是两年。

四年上门送执行款

“对王晨光来说，执行工作就是一
门艺术。每一个执行案件到他手，他总
是反复思考、因案施法，追求最好的办
案效果。”这是同事对王晨光的一致评
价。

研究判决书，保证案情熟记于心；
与申请人、被执行人都要交心，才能
获取最有利的信息；执行讲究时机，
抓住机会才能一举突破；快乐工作，
给自己也给当事人营造一个解决问题的

好环境……这些都是王晨光总结出来的
执行艺术。

宋水根在新乡市某建筑公司承建的
工程施工过程中摔伤腰椎致残不能行
走，丧失劳动能力。受伤后的医药费无
人过问，无奈他诉至获嘉县人民法院，
法院判决新乡市某建筑公司向他每月支
付伤残津贴 380 多元，每半年支付一
次。后因新乡市某建筑公司改制，公司
停止了宋水根伤残津贴的支付。宋水根
向法院申请执行。

王晨光按照案件承办法官提供的地
址来到该公司，却发现已经是人去楼
空。通过工商信息查询才知道，公司已
进行改制、变更了工商登记，公司也已
经搬走了。王晨光多方查找，找到了变
更后的公司，但新公司人员对此事不理
不睬。面对王晨光多次的释法明理，对
方仍拒不履行义务。

于是，王晨光依法对新公司的银行
账户进行了冻结，并在新公司附近张贴
执行公告，又到新乡市建委反映该案，
终于逼迫新公司出面履行义务，使案件
得以顺利执行。

在执行中，因宋水根不能行走，王
晨光就只能每次跑到离法院 40 里地的

宋水根家中给他送去执行款。就这
样，王晨光给宋水根送了 4 年执行
款。

陪家人不忘抓“老赖”

王 晨 光 工 作 以 来 的 第 一 次 请
假，是因为他的妻子赵燕患乳腺癌
住院。王晨光白天在单位工作，晚
上到新乡的医院陪护妻子，他躺在
妻子病床旁的折叠椅上度过了 200
多个夜晚。但他并没有因照顾妻子
而影响工作，当年的结案率仍在全
局名列前茅。

平 时 ， 他 也 很 少 陪 妻 子 、 女
儿，原因就是天天“有事”。“有一
个星期六，好不容易陪我和女儿到
新乡逛商场，可正在逛，一扭脸，
发现人不见了，仔细找才发现，王
晨光拉着个人。问他是咋回事，他
说，你们去逛吧，我找到个被执行
人，不去了。”赵燕说。原来，王晨
光正好碰到“失踪”近 10 年的被执
行人李铁柱。

“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所做
的都是作为一名执行干警本应该做
的。我能通过自己的工作维护当事人
的权益，让法院判决不再成为一纸空
文，这就是我最大的满足。”王晨光
对记者说。（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他说执行是一门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