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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大义

观点

新的主要矛盾带来新挑战、新使命
李晓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
的转变，意味着人民法院面对的主要矛盾也发生变化，肩负起了新的使
命，只有积极适应新环境，及时调整审判执行工作的方式方法，才能跟上
时代的洪流。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十
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指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个重大论断是生产力决定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
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生动体现。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创新驱动、数字经济等新兴产
业蓬勃发展，八千多万农业转移人
口成为城镇居民，高速发展带来的
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也随之凸显出
来——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
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

新挑战带来新机遇，新机遇也
意味着新使命。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意味着
人民法院面对的主要矛盾也发生变
化，肩负起了新的使命，只有积极

适应新环境，及时调整审判执行工
作的方式方法，才能跟上时代的洪
流。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需要“智
慧法院”的应对。人民法院要依托
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先进
的互联网技术，形成支持广大干警
和社会公众随时随地接入的“网络
法院”；形成司法公开和诉讼服务全
面覆盖，构建开放、动态、透明、
便民的“阳光法院”；形成具有信息
共享、业务协同和按需服务能力的

“智能法院”。“信息化”“智能化”
的人民司法才能适应新的社会环
境，使得审判更公正、执行不再难。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期待司法

改革落地生根。司法改革解决了许
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
大事，但也面临更多难啃的“硬骨
头”。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还会产
生许多新矛盾新问题。人民法院要
以自我革命的勇气，直面矛盾，正
视问题，敢于担当，努力以改革的
办法解决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继续推进司法责任制、法官员额制
和单独职务序列、法官职业保障
等，激发改革内生动力，以改革促
公正，努力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的工作目标。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呼唤多元化

纠纷解决机制完善。随着我国社会
经济快速发展、经济体制变革不断
深化、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社
会矛盾纠纷处于高发时期，且呈现
出纠纷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复杂
化、纠纷类型多样化等特点。纠纷
解决既有正式的法律解决渠道，也
需要个性化的“私人定制”的非诉
讼纠纷解决方式。要建立和完善多
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整合人民
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
社会资源，综合运用调解、仲裁、
诉讼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及时有效
地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平安稳
定。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人民对法治、
公平、正义、安全等方面更高的要
求，就是人民法院不断提升工作水平
的强大动力。我们要以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指导，振奋精神，凝心聚力，锐
意进取，埋头苦干，担当起属于我们
这一代人民法官的光荣使命。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代表
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报告。在
三万多字的报告中，“人民”一词出
现了202次，成为党的十九大报告的
高频词。这真实反映了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为人民谋幸福，永远与人民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的迫切愿望。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的十九大
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十
九大主题如此明确，反映了中国共产
党具有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征。
在以往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中，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求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
幸福取得了不朽的功勋；在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仍然是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无可替代
的主心骨。

“人民”成为党的十九大报告的
高频词，是党中央为民情怀的惯例和
延续。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
成功的奥秘，是始终坚持“一切为了
人民群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政治情
怀。“十二五”规划中，“让人民生活
更加幸福”也成为高频词。习近平总
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深刻

揭示党同人民的关系时指出，“牢牢把
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保
党 始 终 同 人 民 想 在 一 起 、 干 在 一
起”……让人民群众更加幸福，更有获
得感，满足人民群众的所求所愿，是历
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治国理政的鲜明目
标。

“人民”成为党的十九大报告的高
频词，是中国共产党最了解人民，也最
尊重人民。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说话、
做事先得走近人民，了解人民，把握人
民的脉搏，摸准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
就是想人民所想，为人民所为，做人民
群众想要做的事。十九大报告中，“人
民”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就是中国共产
党时刻想着人民，紧紧围绕人民行政做
事，紧紧围绕人民规划谋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人民可视、
可体会的实实在在的福利，也有大处着
手，让人民生活环境更美、生活质量更
好，子女能更享受公平和有质量教育等
谋略。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
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
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加快建立主体供
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
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解决群众看
病问题，每一件都与人民息息相关。坚
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改善民生，从严
治党，强国强军，同样与人民休戚与
共。

党的十九大坚持人民立场，践行人
民共享，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所勾画的
为民谋福祉发展蓝图，必将让人民群众
有更多的获得和满足。中国共产党有信
心有能力凝聚起人民团结奋进的力量，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不负众
望。

——卞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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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攻坚克难 全力破解执行难
李 莹

人民法院牢牢坚持党的领导，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大格局初步形成；
加强顶层设计，基本解决执行难统筹规划显著增强；全力推进执行信息化
建设，执行工作模式实现重大变革；加强执行规范化建设，切实将执行权
关进“制度铁笼”。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从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
要“切实解决执行难”，并对此作出
重要部署。2016 年 3 月，周强院长
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时，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民
作出庄严承诺，要用两到三年时间
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破除实现公
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

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人民法
院多次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破
解执行难问题；同时发布多部有关
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司法解释、规范
性文件、指导意见，为解决执行难
提供规范依据。目前，人民法院牢
牢坚持党的领导，基本解决执行难工
作大格局初步形成；加强顶层设计，
基本解决执行难统筹规划显著增强；
全力推进执行信息化建设，执行工作
模式实现重大变革；加强执行规范化
建设，切实将执行权关进“制度铁
笼”；各地法院创造性开展工作，探
索形成了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好经
验、好做法。

人民法院牢牢坚持党的领导，基
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大格局初步形成。

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解决执行
难的根本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深刻地
意识到，基本解决执行难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人民法院单打
独斗无法真正解决，必须在党委统一
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形
成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工作格局。河
北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推进基本
解决执行难工作，湖北省委政法委成
立了全省“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领
导小组，四川省率先将基本解决执行
难纳入依法治省考核指标体系，北京
市首次以“两办”名义下发关于支持
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的文件，广西壮
族自治区人大将基本解决执行难纳入
2017 年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督查计
划……在各地共同努力下，党委领
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
持、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参与

的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大格局已经初
步形成。2016 年共受理执行案件
529.2万件，执结507.9万件，同比分
别上升 24.2%和 33.7%，实际执行到
位金额超过 1 万亿元，今年上半年，
全国法院执行案件结案 229.4 万件，
较去年同期上升17.8%，执行标的到
位金额 5553.9 亿元，同比上升 53%。
基本解决执行难取得重大进展，有了
实质性突破，人民群众获得感有较大
提升。

加强顶层设计，基本解决执行难
统筹规划显著增强。为基本解决执行
难，最高人民法院加强顶层设计，强
化组织领导，紧紧依靠各级党委及政
法委领导，积极调动各方面积极因
素，为解决执行难凝聚共识、汇聚力
量。

201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国
家发改委等 44 家单位联合签署了

《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
的合作备忘录》，推出8大类55项惩
戒措施。9月，中办、国办印发《关
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
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
规定了 11 类 100 多项惩戒措施，涉
及出行、旅游、投资、置业、消
费、金融、网络等经济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湖南、黑龙江、江西等
地法院深化异地执行协作。河南、
河北、山西、内蒙古、福建、广
西、四川等地法院通过专项执行活
动，形成打击失信被执行人高压态
势，让司法裁判真正成为惩治违法
失信的利剑。截至 2017 年 2 月，各
级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673.4万例，采取信用惩戒措施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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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还大力推行网络司
法拍卖，破解财产变现难题，既加快
了财产处置效率，又斩断了拍卖中暗
箱操作利益链条。2016年8月3日，最
高人民法院出台了 《关于人民法院网
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对网拍
工作进一步作了规范。

全力推进执行信息化建设，执行
工作模式实现重大变革。

信息化是人民法院的一场深刻自
我变革。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大力
推进覆盖全国地域及主要财产形式的
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建设，和掌握财产
信息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进行网
络连接、实现数据共享，查控被执行
人及其财产的效率大大提升。据报
道，该系统已经与 3400 多家银行以及
公安部、交通部、工商总局、人民银
行等单位实现联网，可以查询14类16
项财产信息，基本实现了对主要财产
形式的“一网打尽”，截至今年 9 月，
全国法院利用网络查控系统共查询案
件975万余件、冻结752亿元，查询到
车辆 1427 万辆、证券 133 多亿股、渔
船和船舶 12.6 万艘、互联网银行存款
2.37亿元。

与此同时，人民法院加强联合信
用惩戒机制建设，大力推进联合惩戒
措施，积极协调、推动将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信息嵌入有关部门的管理、审
批、工作系统，让失信被执行人“一
案失信、处处难行”。

加强执行规范化建设，切实将执
行权关进“制度铁笼”。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深化
执行体制改革，完善执行权运行及内
外部监督机制。首先向法院自身不规
范执行“开刀”，全面清理积案，摸清
案件底数，建立全国四级法院统一的

执行办案网络平台，实现在线全程监
控，有效解决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
等问题。

2016 年 4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
召开“基本解决执行难”暨执行案款
清理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打响了解
决执行难攻坚战的“第一枪”。最高人
民法院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历史上
沉淀的执行案款进行了全面清理核
发，并要求建立长效化的案款管理机
制，推出了一案一账号的案款管理方
式，案款管理混乱的局面彻底成为历
史。目前，全国四级法院均建立了互
联互通的执行指挥中心平台，对内，
这个平台是“千里眼”和“显微镜”，
对是否存在违规执行、消极执行等一
目了然；对外，这个系统与执行公开
系统无缝连接，自动向当事人推送相
关信息，让执行权在“阳光”下运行。

同时，不断创新执行管理模式，
强化信息化在监督管理中的作用，充
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手段提高管
理水平。推进落实执行工作独立考核
指标体系，充分发挥执行考核体系的
导向作用。建立从内到外、从上到下
全方位执行工作监督体系，开展规范
执行行为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消
极执行、滥执行、乱执行等不规范执
行行为，对执行失范问题严格问责、
严肃查处，以铁的手腕促进执行工作
作风根本转变。

切实解决执行难是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作出的重要部署，是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完成的任务，
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
义。2017 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关键
之年、攻坚之年、见效之年，站在关
键的历史节点上，人民法院必将彻底
扭转执行难这一历史困局。

“人民”两百次现身十九大报告的深层意义

谭小兵、汤茹：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陕西荣民建筑装饰装修工
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民公司)与被执行人陕西金三角酒业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三角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申请人荣
民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追谭小兵、汤茹为本案被执行人，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陕0112执异38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执行三庭(地址：西安市未央区汉
城街道朱宏路贾十字石化大道向西100米路北未央宫法庭)领取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陕西]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路斌：本院依据(2014)未民初字第00606号民事判决在执行
申请执行人伍益华与被执行人路斌离婚纠纷一案中，依法委托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路斌所有的登记在伍益华名下
的位于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一路 177 号 20 幢 3 单元
30202室(权属证号：1125114012—3—1—20—30202~1)的房屋一
套进行评估，现陕西中大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已作出陕中
大房估字[2017]XZ061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评估价为963562元，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有异议，自公告
送达期满次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以该评估报告
为依据依法公开拍卖。 [陕西]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李庆国:本院执行的郝志龙申请执行你与李建忠、田云发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依法神木市价格认证中心对李庆国所有陆
地巡洋舰牌JTMHT05J（陕KQG470）小型汽车进行评估，经评估
估价为470895元，现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神木市价格认
证中心出具的神价认字（2017)148号价格鉴定结论书。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陕西]神木县人民法院

赵天平、肖英英:本院执行的郭面占申请执行你与赵怀春、赵
星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依法委托榆林方正资产评估有限责
任公司对赵天平、肖英英共同所有的位于神木市麻家塔办事处西
沙小区03幢6层3单元-602号（实际房号502)带阁楼一层及17号
车库（包含房屋装修附着物）进行评估，经评估估价为58.79万元，
现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榆林方正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出具的榆方评报字（2017）第266号房地产评估报告书。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陕西]神木县人民法院

北京亚飞汽车连锁总店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郭树林诉
你公司抵押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2017）京0114民初10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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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北京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王鹏、许丹：本院受理原告孙绽春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粤0305民
初157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鹏应当在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孙绽春借款本金3785378元及其利
息（利息以 3785378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24%的标准计算，自
2016年7月7日起计至款项还清之日）；二、被告王鹏应当在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孙绽春律师费40000元；三、被
告许丹对上述借款3785378元及其利息、律师费40000元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孙绽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41309.16 元，保全费
5000元，共计46309.16元，由原告负担3901.16元，两被告连带负
担4240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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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广东
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张元松、沈燕：本院受理原告谢长平诉被告张元松、新疆元松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沈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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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新2302民初284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上诉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的15日内，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诉的权利。 [新疆]阜康市人民法院

李培彬：本院受理原告章惠芬诉被告李培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503民初1748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双林法庭领取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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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泰磊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一张银行承兑汇票
(汇票号码：31300051／34431711，出票人：湛江市裕信包装印业有
限公司，出票人账号：430001230900001349，付款行：广东南粤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直属支行，收款人：广西北海裕信包装印刷科技
有限公司，收欺人账号：20707701040003740，收款人开户银行：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分行，出票金额：人民币20万元整，出
票日期：2017年7月19日，到期日：2018年1月19日)，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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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广东]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法院

常熟市旺源服装辅料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份，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常熟
市旺源服装辅料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号
码为3140005130747841，出票人为常熟顺嘉服装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常熟市裕坤纺织品有限公司，持票人为常熟市旺源服装辅料
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2017年
7月25日，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10月25日，票面金额为100000
元)1份。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四、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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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盐城市旺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
人：盐城市旺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
兑汇票(号码为3140005130719656，出票人为江苏龙达飞投资实业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吴江市民益纺织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盐城市旺

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
为2017年5月18日，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11月18日，票面金额为
100000元)1份。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四、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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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运城市金诺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 1 张【号码 3130005143176415，金额人民币肆万肆仟元整
（￥44000元），出票人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青岛特
锐德高压设备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7年2月28日，到期日2017年
8月2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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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如果无
人申报，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山东]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沧州万久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因1份银行承兑汇票丢
失(票号：30300051 24231623，出票日期：2017年6月28日，出票
人：陕西医药控股集团派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出票人账号：
78680188000205342，付款行：中国光大银行西安分行，出票金
额 ：60964.3 元 ，收 款 人 ：山 西 同 达 药 业 有 限 公 司 ，账 号 ：
0504008409200030964，开户银行：大同市工商银行新建路支行，
汇票到期日：2017年12月28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
二百二十条的规定，现予公告，公告期至2018年1月28日。公告
届满日前，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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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州高哲实业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
（票据记载：票号为3040005123166096、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0,000
元、出票日期为2017年8月28日、出票人为马克华菲（上海）商业有
限公司、收款人为福建美京服饰发展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华夏银行
上海市西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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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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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海宁市奇诺布业有限公司因遗失 1 张银行承兑汇
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
据号码为 3250005120155530，出票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20 日，汇

票到期日为2018年3月20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379,771.85元，出
票人为上海凯琳圣纺织有限公司，收款人、持票人均为海宁市奇诺布
业有限公司，付款行、承兑行均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汇支行。
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4月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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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 河南省千层金实业有限公司 因 遗 失 票 号 为
1030005226519537,金额为2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该汇票的出票人为
新疆美汇特石化产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陕西禾合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出票银行为农行鄯善县支行，出票日期为2017年7月25日，汇票到期
日期为2018年1月25日。现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以
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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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上述票据的权利行为无效。 [新疆]鄯善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可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因丧失其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
1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现予以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上海可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
据：汇票号码为31600051 21342596，出票日期为2017年9月11日，出
票人为浙江恒森机电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浙商银行绍兴分行，收款人为
上海可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95,886元，汇票到期日为2018
年3月11日，持票人为上海可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三、
申报权利的期间：2017年10月11日起至2018年3月26日止。四、自公告
之日起166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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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宁波理工
监测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1份[申请人为宁波理工环境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宁波理工监测设备有限公司）、号码为
00041453、出票日期为2007年8月6日、出票金额为人民币30000元、
出票银行为中国银行宁波保税区支行、出票人为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宁波理工监测设备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贵州
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贵阳供电局（原名称：贵阳供电局）、最后持有人为申
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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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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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资审判护卫绿水青山
⇨⇨上接第一版

公益诉讼是环境司法的重要特
色，也是维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
引导社会公众有序参与环境保护的
有效机制。最高法院环境资源审判
庭成立之初，便将环境公益诉讼作
为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突
破口和着力点。

2015 年 1 月 6 日，十易其稿的
《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公布实
施。该解释对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的主体资格、起诉条件等作出规
定，环境公益诉讼将迎来属于自己
的“春天”。

2016 年 1 月 13 日，贵州省福泉
市人民法院的一个合议庭，在锦屏
县异地一审宣判了一起跨区域管辖
的贵州首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确认锦屏环保局怠于履行监管职责
的行为违法。这是自全国人大常委
会 《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
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
定》 发布施行以来，人民法院审结
的第一起由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
益诉讼案件。

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全国
法院共受理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一审案件 93 件，审结 50
件；受理检察机关探索提起环境行
政公益诉讼案件23件，审结15件。

这五年，随着现代环境司法
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建设美丽中
国的法治行动不断升级提速。

—— 积 极 参 与 环 境 资 源 立
法。最高人民法院配合立法机关
和有关行政机关，先后参与民法
总则、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和行
政法规的制定，推动将司法实践
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上升为法
律规则。

——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天
津基地、武汉大学基地、中国人
民大学基地……最高人民法院充
分发挥环境资源司法实践基地的
优势，指导推动环境资源审判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

——不断深化公众参与。持
续推进人民陪审员选任，环境资
源审判专家库构建，广泛开展巡
回审判，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

机遇与挑战并存，期望与责
任同在。当法治随着这个国家的
绿色进程一齐跳动时，相信一个
天蓝、地绿、水清的大美中国不
再是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