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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工作座谈会 发言摘登

送达裁判文书

马一德 （致公党中央法制建设委
员会副主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法研
所研究员）：我就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工
作发表一下个人意见，通过实地调
研，我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应为知识产
权审判法治现代化提供指引，特别是
应该在典型案例上提出建议，让下级

法院参照执行。并在专利案件和版权案
件中，也按照商标案件那样提出更多统
一的规范，为中国知识产权法治发展作
出贡献。同时，要提高人民法官的地位
和工资待遇，这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至于如何留住人才，可以考虑推迟法官
的退休年龄。

兰 青 （全 国 妇 联 权 益 部 副 部
长）：作为最高 人 民 法 院 特 约 监 督
员，我感到非常幸运，我在与最高
人民法院领导及各审判庭领导的接
触中，学习到很多的东西，也见证
了最高人民法院攻坚克难的勇气，
收获很大。感谢法院高度重视妇联
提出的建议，特别是对于家庭暴

力、性侵妇女、不公平待遇、农村
就业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都进行
了综合指导。我相信广大权益受到
维护的人都是想真心表示感谢，这
说明法院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
心，听取人民的意见，回应人民的
关切。祝愿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取
得更好的成绩。

孔令智（全国人大代表，
台盟中央常
委、吉林省委主委）：我国法院的法治建
设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也是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践行。我认为，全面推
进 依 法治 国 ，一 定要与 我国国情相 结
合。我们看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数字图

书馆中收录了反映我国传统法治文化的内
容，
我认为很好，
只有把中国传统法治文化
与中国法治实际结合起来，才能更有利于
法治的发展，
也更能彰显司法的公平正义，
更能显示我们的文化自信。我愿意为中国
的法治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冯莉琼（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高级副总裁、首席律师）：我提
三个建议：一是希望法院在中国法治
建设中有新的作为。最高人民法院保
护守信企业家的权益，我认为对不守
信企业家要加强监督，
落实罚责，
特别
是对于公司人格否认问题，
在司法实践

中判例少，
因为其认定困难、
举证困难，
当事人很难完成，这样加剧了诉讼风
险，
建议在司法实践中一定程度上降低
原告的举证责任，
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二是希望法院加强息诉释法工作。三
是提升法官待遇，落实法官的职业保
障，
特别是要关心法官的心理健康。

尹田 （北京大学法学院民法研究中
心主任）：2017 年是司法体制改革和我
国立法工作非常关键的一年。2017 年 3
月，民法总则颁布后，我考察了一些基
层法院的工作情况，总的感受是：一是
总体来说司改取得了成功，与此同时，
因为各地情况不同，员额制改革会有一

些差别，最高人民法院是否可以通过巡视
或其他方式保障改革的健康发展。二是最
高人民法院下大力气营造良好司法环境，
我们切实感受到了案件办理的公正性，这
是非常重大的进步，但在赋予法官独立行
使裁判权的同时，如何排除此制度带来的
负面问题亟待解决。

白 莲 湘（全 国 工 商 联 法 律 部 部
长）：我谈几点感受：一是特约监督员
制度是个好制度，
我们了解法院、建言
法院、监督法院是司法为民的一项重
要举措。二是我们在工作中切实感受
到人民法院对工商联工作的促进，
对社
会工商工作的促进。三是我们刚才看

到了司法大数据及视频，
在工作中也感
受到人民法院司法大数据的作用，
司法
大数据是个宝库。四是最高人民法院在
审理案件或者指导地方法院审理案件
时，
高度重视案例本身的价值，
希望继续
提高法官的职业素质和道德水平，
加强
以案释法工作，
真正实现司法公正。

王涛 （台盟北京市委常委、台盟东
城区委副主委，北京市雍泽律师事务所
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采取措施避免同
案不同判，也统一了司法尺度，让我
印象深刻。提几点建议：一是希望最
高人民法院在年底加大对结案、执行
工作的关注度，避免一些问题的发

生。二是统一收费尺度。三是为避免造
成执行难，在判决时应充分考虑执行工
作，为执行工作顺利开展打下基础。四
是在基层法院的走访中了解到法官的心
理压力大，要多注重缓解法官的心理压
力，这样更加有利于他们的工作，同时应
加大对法官的培训力度。

刘玲（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瑞信律
师事务所主任）：
感谢最高人民法院聘
请我为特约监督员，也非常重视我们
监督员的工作。感谢联络办为我们提
供了细致的服务，在成为监督员的这
五年间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之前我
到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参加了

一次座谈会，
有三个没有想到：
一是没
想到收案量大；二是没想到人均结案
量大；三是没想到法官如此操劳。我
感到案多人少的矛盾在从基层法院向
最高人民法院延伸，所以建议加强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
将案件繁简分流，
简
案快审。

王卫国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
学院院长、国土资源法治研究院院
长）：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
破产案件的审理，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提高了审理水平，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我也将咱们国家的举措介绍到国外，受
到了其他国家专家的赞赏。我提几点建

议：一是加强破产管理队伍建设，破产法
赋予了人民法院对破产人的管理职责，管
理好破产人队伍，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其
业务能力和专业素质。二是强调依法审理
破产案件，注重程序的合法性，不要拖延
审限，对合并审理问题进行调研，出台司
法解释予以规范。

孙宪忠（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社会
科 学 院 法 学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长 城 学
者）：
立案登记制现在已经解决了老百
姓最关心的问题。随着审判流程公开
化，执行难的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解
决。过去一年，人民法院纠正了很多
刑事冤假错案，体现了法院敢于面对

问题，勇于承担责任。我作为特约监
督员，
提一个小建议：
只有管理上积极
推进，案例创新才能取得新的进展。
希望可以重视案例的法理研究，特别
是加强民法法理研究。最高人民法院
应总结案例规范，总结裁判规则与规
范，进一步推动科学裁判工作发展。

王文利 （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
小学校长、北京市东城区美育研究会
理事）：我担任特约监督员以后，对法
律更加关注了，对自己的工作也起到
了推动作用。我们学校离最高人民法
院非常近，最高人民法院协助我们开
展了许多普法教育活动，对孩子的法

治教育非常有帮助，在这里我表示感
谢。我的建议是：法院制作的法治宣传
片是否可以推广到地铁、公交，以动漫
等多种形式走进百姓生活。今后我想更
多地关注留守儿童的法治教育和心理疏
导，希望可以在法官的专业引领下做好
这方面的工作。

朱惠刚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
铁路局原常务副局长）：最高人民法
院近年来在履职尽责方面成绩突出。
过去一年，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地方各
级法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依法实
践、社会主义法治有了信心。提几点
建议：一是法院队伍建设还需要进一

步提高。二是冤假错案的纠正真正让
老百姓看到了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要继续做好。三是更好地保障人民权
益，针对社会发展出现的新问题、新
情况，充分做好法律保障。四是司法
解释要跟上，特别是有些判例，要抓
住热点，做好规范。

车尚轮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南方
航空集团党组成员）：我国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最高人民法
院功不可没，我充分体会到了法院在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方面付出的努力。我有几点
体会：一是司法体制改革成绩显著。二

是服务大局意识积极主动。三是下大力气
解决执行难题。四是信息化发展快速。五
是冤假错案得到纠正。2017 年，最高人
民法院打通了司改“最后一公里”，实现
了谁办案谁负责，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的
合法权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永远在路
上。

权忠光（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中
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最高人民法院每一年都能抓住重要问
题，做到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为我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看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数字
图书馆和立案智能推送系统的视频，

我感到这两项工作会对下一步准确、
有效地推进司法的公平公正起到极大
的作用。想提一点建议：随着社会发
展，各类案件越来越多，能不能将案例
的推送和数字图书馆进行结合，方便
实时查看，也可以让企业在发生类似
案件时进行借鉴，
有效预防。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科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
尤惠玉：本院受理原告王维程诉被告曾红玉、尤惠玉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审理结束，被告曾红玉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上诉状副本、及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的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诉讼
人民法院报2018年1月13日（总第7240期）
风险提示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自本公发出告之日起经过60日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云南]蒙自市人民法院
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本金人民币 25 万元及利息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
张鹏飞：本院受理原告宜宾市南溪区锦城商品混凝土有限
3333.33 元（按照月息 2%，自 2017 年 10 月 17 日起算及实际还款
日，暂计至 2017 年 11 月 6 日为 3333.33 元）；2、判令被告承担原告 责任公司与被告张鹏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为起诉需支出的律师费 20000 元和担保费人民币 800 元；3、判令 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送达破产文书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和保全费。以上合计人民币 274133.33 元】、 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2017 年 7 月 10 日，本院根据昌邑市广告公司的申请，裁定受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 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18 年 4 月 2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三审
理该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审查，昌邑市广告公司符合破产条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旺苍县人民法院
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间满后 15 日内，指定举证
吴福钦（GOH HOCK KIM）、裕良投资（香港）有限公司：本
院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裁定宣告昌邑市广告公司破产。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开庭时间定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 10 时 院受理原告天津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天津市中环精模
[山东]昌邑市人民法院
3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五楼第十一审判庭，请准时到庭。逾期则 注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案件的处理结果与你们有
本院根据债权人杭州胡庆余堂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依法裁判。
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通知你们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
[广东]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2017 年 12 月 21 日作出（2017）浙 0102 破申 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徐刚、李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讼。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津 01 民初 305 号起诉状副本、
受理债务人杭州嘉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 乾安县支行诉你们、李显文、李淑华、徐长发、刘金梅借款合同纠 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 3 个
日指定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杭州嘉和建筑工程有限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后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园区法庭开
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 90 号东部软件园创新大厦 B 座 8 楼浙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江智仁律师事务所；邮编：310000；联系人：周啸；联系方式：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
申请宣告失踪、
死亡
15857147204）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吉林]乾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曾秀英、申奕申请宣告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
陈浩：本院受理原告江宁开发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与你房屋租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杭州 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申建平死亡一案。申请人曾秀英、申奕诉称被申请人申建平，男，
嘉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该公司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195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原住灵川县定江镇八里街六号区310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8 年 4 自公告刊登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大队2号1栋3单元，于2003年8月出走。下落不明人申建平应当自
月 24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一号法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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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明及委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 报的，下落不明人申建平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申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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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建
托手续。
[浙江]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广西]灵川县人民法院
王文柱：本院受理原告王秀忠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平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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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鸿峰正汉制衣有限公司、胡多平、赖年蕾：本院受理原
告嘉善鸿运服装辅料厂（普通合伙）与被告安徽鸿峰正汉制衣有
限公司、胡多平、赖年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421 民初 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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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浙江]嘉善县人民法院

丛有辉、李云丰、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
秉松诉被告丛有辉、李云丰、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黑0604民
初第23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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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
王文学：本院受理原告杨长青诉被告王文学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黑 0604 民初第 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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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
陈烈、尚玉强：本院受理的原告王世友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以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萨商初
字第 1399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
葛兵：本院受理原告张二林与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苏 0583 民初 14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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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勇、王琳：本院受理原告吴德飞诉被告朱从祥、刘保信、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杨勇、王琳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苏 0583 民初 1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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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杨霞：本院在审理原告杨照俊与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范新春：本院受理原告李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
纷一案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苏 0509 民初 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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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粤 0303 民初 22817 号，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公 告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风险告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送达执行文书
许永杰、朱汉荣：本院受理万晓光诉许永杰、朱汉荣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申请人万晓光申请执行本院（2015）西民初字第03678号
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 0104 执恢 396 号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和（2017）冀0104执恢396号执行裁定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现本院自上述公告期满后
10个工作日内依法在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对朱汉荣名下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中华北大街 567 号原
河名墅 018-2-101 房产（证号：330066477）进行拍卖，如无人竞买
而流拍，自第一次拍卖结束后 30 日内在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第二次拍卖。自第二次拍卖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到本院领取处分该房产的成交裁定书，逾期未予领
取视为送达。
[河北]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昆明弘兴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天津建
筑机械厂申请执行你公司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2016）津 0105
民初 5090 号民事判决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本案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限你公司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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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
信用惩戒措施。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王鸿跃：本院在执行申请人张弢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中，因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法委托天津华审
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你名下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
路 578 号濠景庄园河景园 4-04 房屋进行评估，房产评估总价为人
民币 699 万元。现向你公告送达津华审房评字第 HS20170226 号房
地产估价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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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院书面提出。逾期未提出的，
本院将对上述房产依法拍卖。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吴志刚：高凯申请执行你借贷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送
达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 5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之义务。逾期
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委托相关部门对你所有的位于天津市
河东区月光园 19-2303，不动产权证号津（2016）河东区不动产权
第 1001168 号建筑面积 60.47 平方米住宅房屋一套进行评估、拍
卖。限你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参加机选评估拍卖
机构及领取报告，如有异议可在 15 日内对评估报告提出书面意
见，否则视为认可并依法进行拍卖程序。在拍卖中依据相关法律
规定将对标的物做出相应幅度的降价，具体情况详见拍卖公告。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