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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版司法公开篇

司法公开是促进司法公正与公信的重要手段。司
法公开，意味着公众和媒体有机会了解司法活动的过
程和结果，有利于避免暗箱操作，防止司法不公，预
防司法腐败，杜绝司法专横；司法公开，“正义以人
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有利于强化公众对司法
机关的信赖和对法治的信心，从而维护司法权威；司
法公开，增强了司法活动的透明度，公众可以对司法
活动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评论，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
监督司法机关依法办案，有利于司法机关发现司法活
动中存在的问题，切实改进司法工作，不断提高司法
能力，树立司法公信。

目前，人民法院的司法公开呈现出如下特点：其
一是公开的事项和内容具有广泛性，贯穿立案、庭
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等各个方面；其二是公
开的形式和载体具有多样性，如在形式上包括分散发
布和集中发布，在载体上包括公示栏、报刊、宣传
册、网站、博客、微博、微信、即时通讯工具等传统
和新兴媒介，此外，还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
例会等制度；其三是公开的保障机制不断得到强化，
如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邀请民众、专家参与听证、
论证，开通民意沟通电子邮箱，建立部门负责人接待
日制度等等。总体而言，人民法院的司法公开有序推
进，司法全过程、多渠道的公开透明机制逐渐形成，
而科技手段的运用大大提升了司法公开的信息化、现
代化水平。

人民法院贯彻司法公开原则，其重点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第一，保障司法过程和司法结果全方位公
开，除了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离
婚纠纷、商业秘密等案件依法不进行公开审理外，对其
他所有案件实行公开审理；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充分保
障公众查阅生效裁判文书的权利。第二，司法公开从形
式公开走向实质公开，如通过庭审实质化改革，努力做
到法院的审理过程与裁判过程合一，避免任何形式的

“审”与“判”的脱节；要求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对于案
件的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进行充分说理，
以展现司法裁判的形成过程和影响案件裁判结果的各种
因素。第三，逐步实现将司法审判与司法行政信息一并
公开，司法公开首先是司法审判信息公开，与此同时，
依循政府信息公开的精神，人民法院也开始重视司法行
政信息 （如法官员额信息、司法数据信息等） 的公开，
以体现责任政府、透明司法的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理念。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司法公开是基本原则，加大司
法公开力度是总体趋势，但是，应当看到，司法公开是
有限度的，它需要权衡各种利益后由法律规制公开的范
围与方式，如对于诉讼当事人、辩护律师、诉讼代理
人、社会公众等不同主体，法律所规定的公开程度是有
明显差异的，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把握司法公开的尺度。
司法公开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全面公开、实质公开、及
时公开、规范公开等基本要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

以公开促进公正与公信
熊秋红

公开透明彰显法治信心
专家点评

案件查询

文书签收

联系法官

诉讼指南

指导案例

开庭公告

服务司法改革

服务执法办案

服务律师执业

服务群众诉讼

服务教学科研

服务法治宣传

中国裁判文书网

庭审直播

庭审回顾

庭审预告

数据监控

网站集群

用户交互

中国庭审公开网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全国法院被执行

人信息查询

全国法院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

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

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在司法公开的信息
化建设中，已建成多平台的公众服务网，多网合一，利用政务
网站展示法院日常工作，结合审判流程、执行信息、裁判文书
三大司法公开平台，同时方便了律师、当事人进行诉讼和信
访，并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和建言献策。

据介绍，该院还实现了法院官网、官方微博、新浪网三个
平台的案件庭审直播齐发，近年来先后精选案件进行庭审直播
上百次，引起网友们的强烈反响。

“法院司法公开的各个环节，环环相扣、互相联系。诉讼
服务公开和立案信息公开，通过一站式服务减轻当事人的诉
累；庭审公开、审判流程公开、重大案件公开和裁判文书公
开，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始终在阳光下运行；执行流程公开
和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开，着力解决执行难题；听证公开和院
庭长公开接访，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司法公开的力
度、深度和广度日益拓展。”蜀山区法院副院长朱加强说。

“主动把法院工作置于阳光下检验，为创新司法公开工作
带来契机，倒逼司法公开向纵深推进。”蜀山区法院院长江华
说。

（段贤尧）

合肥蜀山 庭审直播反响强烈

近年来，福建省厦门市两级法院信息化建设强基础、搭平台、促
融合，目前，全市法院均建立门户网站，实现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
行、庭审信息在内网与外网、线上与线下、查询与推送的全频道公开。

今年，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自主研发的阳光诉讼服务平台和律
师服务平台相继在全市两级法院推广应用，不仅打通了诉讼服务大
厅各功能区域之间的业务流程和数据共享，而且实现了与律师服务
平台的对接，让服务窗口和当事人共享规范、便捷。

“当前全市法院的立案工作实现了‘4+1’模式，即线上的自助
立案、网上立案、律师服务平台立案、跨域立案和线下的窗口立案，
工作人员仅需要对线上接受的立案材料审核，节省了数据录入工作
量，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厦门中院立案一庭副庭长叶青介绍说。

受益于自助立案终端的武律师告诉记者：“多渠道立案方式真
正让律师到法院立案‘最多跑一趟，甚至不用跑’成为现实，现在
我们只要通过办公室的律师服务平台终端或就近法院的自助立案终
端填写信息、上传材料，凭自动生成的流水号或二维码到受理法院
专设窗口，就能快速立案，不需要排队等候。”

（安海涛 张卫刚）

厦门 阳光诉讼方便快捷

合肥市及蜀山区两级人大代表20余人到蜀山区法院视察司法公开工作。
段贤尧 摄

厦门中院干警正在利用大数据平台分析审判数据。
安海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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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蒋方木申请宣告段秀军失踪一案，经查：段秀军，
男，汉族，农民，住湖南省安仁县金紫仙镇（原羊脑乡）坪塘村仙
脚组，身份证号码：431028198907113016。于 2015 年 7 月离家外
出，至今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
月。希望段秀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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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仁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呼小女申请宣告李牛先失踪一案，经查：李牛先下
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李牛
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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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禾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7月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国余申请宣告刘
志萍死亡一案。申请人刘国余称，被申请人刘志萍系其女儿，
2003年2月被申请人刘志萍离家出走，经家人多方寻找，至今杳
无音讯，现下落不明已经14年。下落不明人刘志萍应当自公告之
日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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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刘志萍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刘志
萍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刘志萍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高邮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任超申请宣告任自强失踪一案，经查任自强，男，
1972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太原市小店区刘家堡
乡西柳林村西大街 29 号 2 户，身份证号：140112197210270812。
于2010年8月16日离婚后，一直在外，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
人公告，希望任自强本人或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
联系。公告期间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月。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 [山西]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0月1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玲木申请宣告王致
宽死亡一案。申请人王玲木称王致宽，男，汉族，1934年6月6日出
生，户籍地（原住地）天津市南开区密云路昔阳南里8-1-401号，
2012年4月12日走失，经寻找查无音讯，至今下落不明已满4年。下
落不明人王致宽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
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王致宽将被宣告死亡。凡知
悉下落不明人王致宽生存现状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王致宽情况，向本院报告。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孝根申请宣告陈惠华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陈
惠华，女，1940年6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州市开发区青塘小

区14幢306室，现住湖州市开发区青塘小区14幢306室，公民身份
号码362131194006225449，于2007年9月9日出走后一直下落不
明，下落不明已满10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陈
惠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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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屈波、黄林：本院受理异议人刘立新与申请执行人白玉涛、被执行人
屈波、黄林民间借贷纠纷执行异议一案，复议申请人刘立新就（2017）辽
0211执异178号执行裁定书申请复议。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复议申请
书副本。请求：1、撤销（2017）辽0211执639号执行裁定书；2、撤销（2017）
辽0211执639号公告；3、撤销（2017）辽0211执异178号执行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
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辽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屈波、黄林：本院受理异议人刘立新与申请执行人白玉涛、被
执行人屈波、黄林民间借贷纠纷执行异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辽0211执异178号执行裁定书，裁
定如下：驳回异议人刘立新提出的执行异议申请。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
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逾期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孙竹峰：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刘代学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依法委托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对位于
阳泉市南大西街58楼1单元301号房屋进行价格评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房地
产估价报告。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山西]阳泉市城区人民法院
乔建亭：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北京盛元承安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未履行(2017）穗仲案字第
1521号裁决书确定的义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晋09执
6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责令你5日内履
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如逾期，本院将对你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亚农：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垫富宝投资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本院(2016)晋0108民初1550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晋0108执778号责令被执行通知书、(2017)晋0108
执778号责令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状况通知书、被执行人财产申报

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

魏瑞年：本院受理左云龙申请执行魏瑞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依法委托山西涌鑫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对你名下位于太
原市杏花岭区晋安东街7号71幢1单元19层1901号的房屋进行
评估，现已作出晋涌评(鉴）字(2017）第015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
评估价值为108.1万元。现依法向你送达房地产估价报告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房地产估价报告有异议，
自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
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山西升发伟业贸易有限公司、大原宏晨物贸有限公司、张
宇、张爱萍、张建胜、赵焕娥、太原市建特锋物贸有限公司、薛保
卫、朱德志：本院执行太原市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东社申请执
行本院(2016)晋0108民初1449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责令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状况通知书、被
执行人财产申报表、(2017)晋0108执797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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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

黄晓平：本院受理赵国柱、赵霞、赵忠、赵刚申请执行你刑事
附带民事赔偿一案，因你未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本院依法委托天津市汇恒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对你名下津
ALU760 吉利美日牌汽车进行评估，现已作出津汇恒（2017）第
0058号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现予公告送达，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
内，向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
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中敖畜牧集团有限
公司、天津燕宇置业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金信支行与天津绿源生态能源有限公司（已注销）、海南亚太实
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中敖畜牧集团有限公司、天津燕宇置
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08）一中民二初字第93
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天津华恒新瑞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申请变更为本院（2008）一中民二初字第93号民事判决的
申请执行人，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变更申请执行人申请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送达15日后第一个
星期一上午10时召开变更申请执行人听证会（如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王晓珏：本院受理梁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依法委
托天津麒麟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王晓珏坐落于和平
区唐山道金宝公寓C103房屋进行评估，现已作出麒麟房评报字
（2017）第0186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现予公告送达，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
日内，向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
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

栾冰：本院受理天津市华宝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与栾冰借款合同
纠纷执行一案，依法委托天津正德房地产土地咨询评估有限公司对
栾冰坐落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天泽园6-2-101号房屋进行评估，
现已作出正德评报字（2017）第509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现予公告送
达，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0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
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

林丽菊：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津南支行与
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津0112执1518号
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执行决定书、拍卖裁定书。拍卖裁定
书：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林丽菊名下坐落于津南区小站镇怡泽
轩59-15的房产进行拍卖。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如有异议请于公告期满之日起10日内书面向本院提出，逾期
不回复，本院将依法拍卖该房屋。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

郭卫东、宁津县众鑫电子衡器有限公司：关于申请执行人天津
市鑫晟亨通商贸有限公司申请执行（2015）青民二初字第1327号
民事调解书一案，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追加郭卫东为本案被执
行人，本院已依法裁定追加郭卫东为本案被执行人。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津0111执恢39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于本裁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

孙凤桐：本院受理马永安与你委托合同纠纷执行一案，依法
委托天津鼎信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你名下的坐落于天津
市津南区咸水沽镇惠裕里9-1-202号房产进行评估，现已作出
（2017）鼎信私房评报字第186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现予公告送
达，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
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

林进成：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津城支行与被执行人林进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津城支行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作出
的（2016）津 0113 民初字第 3792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依法作出
（2017）津0113执50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变卖被执行人林进
成所有的坐落于天津市武清区曹子里乡杨六路北侧芳菲苑31-4-
301号房产，并由本院依法委托天津市中盛勃然房地产土地评估有
限公司对上述房产进行评估，现已作出津中盛勃然房评企字（2017）
第A0213号价格评估结论书。先本院对上述执行裁定书及评估报告
书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执行局领取执行裁
定书及评估报告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潘多军、吴循、黄烈博、蒲瑶、新疆鹏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知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常州市泽源化工有限公司诉被告潘多军、吴循、黄烈搏、蒲瑶、新
疆鹏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和布克赛尔蒙古自知县城市建设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合议庭
组成人员名单、开庭传票及常州市中人民法院(2017)苏04民辖终
267号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于送达之
日起第2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蒲海燕申请宣告被申请人杨继荣死亡一案，
于2017年7月5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限为3个月，现公告期限
已经届满，杨继荣自失踪之日至今没有音讯，虽经多方查找和本院
发出公告寻找，仍下落不明，且经有关机关确认其无生还可能。并
于2017年10月9日依法作出（2017）云3321民特5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杨继荣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云南]泸水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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