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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申请人河南省国药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31300052 28001925、出票金额为玖仟零捌拾柒元整、出票人为
国药控股河南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7年10月19日、收
款人为河南省国药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4
月17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银行承兑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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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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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省国药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31300052 28001944、出票金额为壹万壹仟捌佰陆拾玖元整、出
票人为国药控股河南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7年10月
19日、收款人为河南省国药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
2018年4月17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中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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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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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贵州汉方药业有限公司所持有银行承兑汇票1张丢

失 ，向 本 院 申 请 公 示 催 告 。该 票 据 记 载 ：票 号 31600051
21369995，面额人民币9,500元，出票人东北制药集团供销有限
公司，收款人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付款银行浙
商银行沈阳分行运营中心，出票日期2017年9月13日，到期日
2018年3月13日。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3月
28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做出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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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农控股集团浙江金海湾进出口有限公司因遗失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支行银行汇票1张，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出
票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支行，收款人铜陵市
恒溢时装制衣有限公司，票据金额捌仟柒佰玖拾叁元整，汇票号
码：0010004128218359，出票日期为2017年9月14日。自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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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台州东尼电梯有限公司因其所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
（出票人临海市天宇药业有限公司；付款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台
州黄岩支行；出票日期2017年10月31日；到期日期2018年4月
30日；出票金额人民币161950元；收款人江西省驰邦药业有限
公司；票号3100005127622597）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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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5月1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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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湖北汇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的申请于2017
年10月26日裁定受理恩施州施南春酒业有限公司与湖北汇龙食
品有限责任公司合并重整申请。恩施州施南春酒业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在2017年12月29日前，向湖北汇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管
理人（通信地址：湖北省咸丰县人民法院审判楼5006办公室。联系
人:周承珍，电话 13477252761；倪康，电话 18372530451）申报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
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恩施州施南春酒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湖北汇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月8日9时10分在本院一号法庭召开
上述二公司合并重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向上述二公司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恩施山寨皮革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9月25日裁定
受理恩施山寨皮革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同时指定湖北图盛律师
事务所为恩施山寨皮革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恩施山寨皮革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自2017年12月29日前，向恩施山寨皮革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信地址：湖北省恩施市六角亭街道办事处谭家坝村十三组恩施山
寨皮革有限公司新厂区办公楼二楼；联系人:杨建，电话18963914444；
向 宇 ，电 话 13135854666；廖 月 中 ，电 话 18971888148；邓 美 ，
18671882523；代繁娟，电话13886774556）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恩施山寨皮革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恩施山寨皮革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月16日9时10分在湖北省恩施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号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湖北恒海置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9月27日裁定
受理湖北恒海置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湖北恒海置
业有限公司清算组为湖北恒海置业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湖北恒海置业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7年12月29日前，向湖北恒海置业有限公
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湖北省鹤峰县容美镇溇水大道999号恒海·观天
下营销中心；邮政编码：445800；联系人:田忠、赵耀；联系电话：0718-
5286666、15571781688、1557188080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湖北恒海置业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湖北恒海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月11日9时10分在湖北省恩施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号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邹水旺的申请于2017年11月3日裁定受

理湖北凤栖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时指定
湖北功竞元律师事务所为湖北凤栖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
产管理人。湖北凤栖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
公告之日起80日内向管理人（通信地址：浠水县清泉镇安时大
道 45 号 ；邮 编 ：438200；联 系 电 话 ：15337319948 鲁 朝 阳 ，
15098030888贺国兵）申报债权。湖北凤栖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湖北凤栖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定于2018年3月13日上午9时在浠水县人民法院四楼大审判庭
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并向本院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有委
托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湖北]浠水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1月24日裁定受理申请人武汉辉众世纪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申请被申请人武汉雪花秀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1月24日指定武汉雪花秀产业园投资
有限公司清算组为武汉雪花秀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有关规定，武汉雪花秀产业园投资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月20日之前，向武汉雪花秀产业
园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联系人：田期元、宋先华；电话：
0716－2422990、13797313600；地址：湖北省洪湖市文泉东路中央
花园门面201室；邮编：433200）。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说
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债权人逾期申报

债权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武
汉雪花秀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武
汉雪花秀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2月6日上午9时在本院审判庭召开，请各债
权人准时参加。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湖北]洪湖市人民法院

常熟市宝华建筑装璜材料有限公司债权人：常熟市宝华建筑
装璜材料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于2017年6月28日经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常熟市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现由本
管理人执行。根据《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确定的分配步骤，破产财产
实施一次分配，本次分配即为最后分配，本次分配定于2017年12
月3日开始实施，由本管理人根据各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号以银
行转账方式支付。最后分配的破产财产全部为货币资金，分配总
额为人民币2,090,700.65元，其中：用于支付优先债权（税务债权）
65,623.95元；用于支付普通债权2,025,076.70元，普通债权的分配
率为 1.9372%。债权人未在指定期限内领取分配金额的，管理人
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满2个月仍不受领的，视为放
弃受领分配的权利，管理人对提存的分配额将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但若其金额不足于支付分配费用的，不再追加分配，缴至常熟法院破
产专项基金帐户。 常熟市宝华建筑装潢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院根据浙江岱山稠州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
年11月22日裁定受理岱山县宏福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福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震舟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宏福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12月26日前，向管理人(通信地址：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中昌国际大厦 24 楼；联系电话：
13705805187)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宏福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定于2018年1月5日14时30分在浙江省岱山县人民法院第四
审判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应提交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自然人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 [浙江]岱山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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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汤某等十二人非法
捕捞水产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6年3月1日至6月30日，岳阳

县东洞庭湖为禁渔期、禁渔区。2016
年3月24日23时许，在汤某、彭某等
六人的授意下，万某等人前往岳阳县东
洞庭湖麻拐石水域捕捞螺蛳。3月25日
凌晨2时许，万某等人停止捕捞，根据
汤某、彭某的指示，先后携带捕捞的螺
蛳前往北门船厂码头。3 月 25 日 6 时
许，万某等人被岳阳县渔政局执法大队
查获，其捕捞的螺蛳重约7.6吨，所有
渔获物由岳阳县渔政局执法大队现场放
生。岳阳县人民检察院以汤某等十二人
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提起公诉。

（二）裁判结果
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法院认为，汤某

等十二人违反我国渔业法的规定，在禁
渔期、禁渔区进行非法捕捞，情节严

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依法应予
惩处。根据各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
案发后的自首、坦白等情节，判决汤
某、彭某等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
别处以二到五个月不等拘役；万某等人
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处以三千至
五千不等的罚金。

（三）典型意义
洞庭湖位于长江中下游荆江南岸，

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也是我国重要
的调蓄湖泊和生态湿地。近年来，洞庭
湖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持续下降，多种
珍稀物种濒临灭绝，洞庭湖的湖泊、湿
地功能退化严重。为加强水生生物物种
保护，洞庭湖每年都会设定禁渔期和禁
渔区，但依然有不法分子在禁渔期、禁
渔区内违法捕捞水产品。本案中，岳阳
县东洞庭湖从2016年3月1日至6月30

日全面禁渔，被告人汤某等人违反渔业
法的规定，在禁渔期、禁渔区非法捕
捞，已构成非法捕捞罪。捕捞的螺蛳是
东洞庭湖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于净化水质、促进水藻生长、为鱼类提
供食物、维持湖内生态系统的平衡起着
重要作用。本案判决对引导沿岸渔民的
捕捞行为，有效遏制非法捕捞，保护洞
庭湖乃至长江中下游流域生物链的完整
具有指导意义。

二、十堰市驰迈工贸有
限公司、古文秀污染环境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5月1日上午，驰迈公司厂

房搬迁，该厂生产负责人古文秀明知该

厂操作污水处理设备的工人赵正明在新
厂区调试设备，老厂房无人能操作污水
处理设备，仍安排工人潘立春等人在老
厂房内，在未运行污水处理设施的情况
下进行电镀生产，造成电镀废水未经处
理非法外排，被十堰市环保局当场查
获。经环保局现场采样，十堰市环境监测
站分析检测，并报湖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审查，该公司排出的电镀废水中重金属总
铬浓度值为88.8mg/L，六价铬浓度值为
80.4mg/L，锌浓度值为11.7mg/L，分别超
出国家排放标准88倍、401倍、6.8倍。
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人民检察院以污染
环境罪对驰迈公司和古文秀提起公诉。

（二）裁判结果
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人民法院一审

认为，驰迈公司非法排放含重金属的污
染物严重超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古文

秀作为生产管理负责人，明知电镀作
业产生的污水未经处理会流向犟河造
成环境污染，仍安排工人从事电镀生
产作业，放任单位排放污水污染环境
的行为，亦构成污染环境罪。鉴于被
告人积极认罪悔罪，在量刑上可以酌
情从轻。对驰迈公司判处罚金 1 万
元、古文秀拘役四个月。驰迈公司和
古文秀以污染环境后果较轻为由提起
上诉，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一审判决体现了对污染环境犯罪的零
容忍态度。十堰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核心水源区，加强水资源保护，确保

“一江清水永续北送”，具有非同寻常
的意义。对恣意排放生产废水，严重
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必须
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打击。
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依法审理水污染防治案件，加强

对饮用水水源地的司法保护，保障饮
用水水源地的水质安全，是人民法院
环境资源审判的重要职责。湖北十堰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严
控水体污染，抓好水体保护，维护水
质安全，确保“一江清水永续北送”
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二审法院立足

“十堰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
源区”的重要生态环境定位，以保护
用水区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为根本目
标，落实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
度，严格执行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强
化污染者的责任，对污染环境犯罪采
取零容忍态度，以对生态环境的损害
情况作为刑事处罚的重要情节，严厉
打击了在饮用水水源地非法排放生产
废水的违法犯罪行为。该案是十堰法
院受理的首例水污染刑事案件，宣判
后对全市造纸、印染、电镀等高能
耗、重污染企业起到了教育、引导和
震慑作用。 ⇨⇨下转第三版

长江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法院发布加强长江流域生态建设与绿色发展司法保障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举行“12·4”公众开放日活动

陈昶屹当选年度法治人物 刘改幸获年度致敬英雄

⇨⇨上接第一版 要求审理水污染防
治、水资源开发利用、涉河道和河湖岸
线保护以及涉水环境和水生态保护等四
大类十个方面的案件，强调要根据长江
上中下游生态环境特点，突出重点，因
地施策，其中，长江上游地区是国家重
要生态屏障，应依法审理重点生态功能
区、生态环境脆弱区及自然保护区等重
点区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及自然资
源开发利用案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

态环境状况呈恶化趋势，应依法审理工
业污染、城镇和农村污染案件，保障江
河湖泊生态环境安全。

《意见》就新领域、新类型环境资源
案件审判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依法审
理好大气污染防治案件，打赢蓝天保卫

战；审理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件，依法打
击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
犯罪行为；审理好生态补偿案件，激发生
态环境保护的内在动力；审理好绿色金
融等新类型案件，支持绿色产业发展。

在今天的活动上，还公布了长江流

域环境资源审判十大典型案例，涉及水污染
防治、水资源开发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领域，涵摄水、滩涂、湿地、湖泊、渔业、
野生动物等环境要素，包括公益和私益两大
诉讼类型，涉及刑事、民事、行政三类案
件。江必新表示，期望通过典型案例的发
布，进一步深化《意见》的落实，为各级法
院审理环境资源案件提供可供遵循的规范和
指导，促进裁判尺度的统一，不断提升环境
资源审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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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石时

态带领全体员额法官向宪法宣誓，12
名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和省人大代表见
证了宣誓仪式。当天，黑龙江高院还
举办了“弘扬宪法精神 实现公平正
义”为主题的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
30 余名律师参观了黑龙江高院文化大
厅、新闻中心、图书馆、审委会会议
室等场所。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举行宪法日宣
传系列活动，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人
大代表、特邀监督员、特邀咨询员、律
师代表和媒体代表等 30 余人观摩了百
名法官宣誓仪式，并参加公众开放日活
动。宣誓仪式上，上海高院院长崔亚东
为 2017 年新任命的百名庭长和审判员
逐一颁发法官任命书。

浙江全省法院集中开展宪法宣誓活
动，邀请浙江大学法学院、杭州师范大
学钱江学院的 40 多名学生参加了省高
院公众开放日活动。大学生们兴致勃勃
参观了省高院院史馆，了解全省法院
60 多年发展历程；参观省高院大中法

庭，体验了敲响法槌的庄严肃穆；在信
息化集控中心感受科技审判的魅力，并
远程旁听了一起刑事案件开庭审理后，
对法院工作以及省高院建设有了初步认
识。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坚和
干警们一道为新建成的党建文化广
场、安徽司法陈列与廉政法治教育基
地揭牌。据了解，安徽高院党建广场
通过“初心”“奉献”“使命”“榜样”
四个主题，宣传介绍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近年来安徽高院机关党建工作，展
示安徽高院党建工作的丰硕成果，激
发全体党员干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责任意识。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维护宪法权威”为主
题，组织全省三级法院同步开展宪法
宣誓、千人大宣讲、公众开放日等系
列活动。福建高院院长马新岚出席活
动，部分全国和省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院校师生代表、新闻媒体记者等
应邀参加活动。全省法院领导班子成
员、干警代表等以视频的方式在全省

各地同步参加活动。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展入额法官

宪法宣誓活动，在广东高院院长龚稼立
的监誓下，全院入额法官面向国旗庄严
宣誓。广东高院还举办了以“弘扬宪法
精神、感受公平正义”为主题的开放日
活动，邀请当地学生、老师及家长代表

“零距离”接触法院、法官。
广西全区法院举行公众开放日活

动，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黄克参加活动，带领 40 多名入额法官
进行宪法宣誓，一起观看微电影《行走
的国徽》、最高法院视频短片并进行视
频连线。活动还安排广西民族大学法学
院、广西财经学院法学院部分师生进行
刑事模拟庭审、参观文化展馆等。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参加海南省举
办的第四次宪法日晚会活动，创作演出
了音乐快板剧 《我们的法院开放日》，
展示了近年来海南法院“智慧法院”建
设成果，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旅游审判
庭庭长黄春英获评 2017 年度海南法治
人物。海南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高院
院长董治良出席，并与现场政法干警一

起庄严地向宪法宣誓。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国内首款执行

公益游戏，参照法院执行局抓“老赖”的一系
列措施，设计出一位执行法官抓“老赖”的程
序。据介绍，在宪法日发布这款游戏，旨在通
过游戏的方式来宣传法院执行工作、普法、震
慑被执行人，在国内法院系统尚未出现过，此
款“云南法官抓‘老赖’”是国内首款执行公益
游戏。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组织全省干警开展
宪法宣誓和法院开放日活动。青海高院院长
董开军带领省高院干警100余人参加了宣誓
活动。应邀参加省高院开放日活动的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和在校师生代表等
80 余人，分别参观了立案大厅、信访大
厅、审判庭等，纷纷对省高院近年来的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通过参加此次活动接
受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宪法教育。

（记者 赵 岩 陈 伟 张之库 严怡
娜 段春山 严剑漪 孟焕良 周瑞平 詹
旋江 茶 莹 通讯员 吴玉萍 史凤琴
王晨旭 孙 兵 邵秋迪 邱 悦 徐志
毅 黄海磊 全小晴 黄明强 方 茜 黄
叶华 赵 赢 李 卫 辛连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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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活动中，还分别现场视

频连线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广西壮
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和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
法院，让公众代表感受全国各地法院
开展开放日活动的热烈氛围。在上海
高院，一位律师通过网上立案系统，
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完成了一起案件的
立案手续；在柳北法院，来自柳州市
第五中学的学生们正在“模拟法庭”
开庭“审理”一起寻衅滋事案；在乌
鲁木齐中院，各族群众走进院史馆，

了解法院工作，直观感受法治的进步。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的学生阮

昊翔表示，能够在国家宪法日来到最高
人民法院感受宪法精神，心情非常激
动，他从中学习和了解了我国的法治建
设历程，深知一路走来的艰辛不易，今
后要努力加强专业学习，提升实践本
领，主动肩负起法治中国的责任。

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办事处南

池子社区居民李佩霞表示，此次来到最
高人民法院参加公众开放日活动，亲身
感觉到了人民法院为守护公平正义、促
进社会和谐作出的努力，希望今后多办
一些开放日活动，让老百姓有机会更深
入更详细地了解法院工作，感受法治文
明，接受法治教育。

当日，最高法院第二巡回法庭举行
公众开放日活动。活动由参观法庭、观

摩庭审和召开座谈会三个环节组成。第二巡
回法庭分党组副书记、副庭长苗有水出席座
谈会并发表讲话，第二巡回法庭分党组成
员、专职党务干部（廉政监察员）刘晓勇主
持座谈会。座谈会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第
二巡回法庭关于东北三省法院服务东北老工
业基地振兴典型案例》。第二巡回法庭分党
组成员、副庭长冯小光担任审判长主持庭审
活动，辽宁省委政法委、沈阳市委政法委、
浑南区委政法委有关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
表、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律师代表、
高校师生、社区群众和媒体代表等参加活
动。

（一）2017年度司法案例研究重点课题

1.中国近代判例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张 生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司法判例的研究方法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 明

华侨大学 许少波
3.司法案例类案标准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北京大学 张 骐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喻 中
4.经济犯罪“兜底条款”的类案标准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南京师范大学 蔡道通
5.司法大数据背景下的类案判断方法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 杨天泰
6.司法案例研究与法官司法能力建设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胡道才

南京大学 李友根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孙海龙

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龚浩鸣
8.《中华法系大典》纂修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宋北平
9.我国现阶段限制死刑适用典型案例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 赵秉志
10.跨境追逃追赃国际合作机制典型案例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G20反腐败追赃追逃研究中心 张 磊

（二）2017年度司法案例研究一般课题

1.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干部渎职案例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 澎
2.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例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索宏钢
3.参考性案例编辑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黄 卉
4.利用司法大数据统一司法裁判尺度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高 翔
5.滥用知识产权反垄断案例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北京科技大学 徐家力
6.互联网新型不正当竞争法律规制案例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钱海玲
7.僵尸企业司法重整中美案例比较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北京市破产法学会 徐阳光
8.土壤污染审判的实然与应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忠民
9.涉华投资仲裁裁决的法律适用与执行策略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西安交通大学 王 鹏
10.司法案例适用与改进判决书风格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蒋 敏
11.指导性案例司法适用的现状与前景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中国政法大学 孙海波
12.三大诉讼裁判文书风格与案例要旨接轨机制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华中师范大学 杨 凯
13.约束性案例制度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研究
申报单位及主持人：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 宋建宝

最高法院2017年度
司法案例研究课题立项结果

⇨⇨上接第一版 甘当司法体制改革铺
路石的上海市委政法委研究室主任施伟
东；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江西省吉安
市新圩镇新圩社区居委会主任兼人民调
解委员会主任杨慧芝；切实维护百姓合
法权益的山东省东营市人民政府法制办
公室行政复议科科长陈艳利；守护青山
绿水的四川省凉山州环保局环境监察执

法支队支队长伍华；指挥侦破22年未破
悬案的浙江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总队
长俞流江；国家法治领域重大改革的参
与者及法治政府建设的推动者，中国政

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
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马怀德。

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张军，最高
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邱学

强，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傅政
华，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白少康，全国人大
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何晔晖，司法部
党组成员、副部长赵大程，国务院法制办党
组成员、副主任钱锋，中国法学会党组成
员、副会长张文显，中央电视台分党组副书
记、副台长魏地春等也出席颁奖活动并担任
颁奖嘉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