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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工作座谈会 发言摘登
议：一是各级法院要积极利用信息化手
段建立执行指挥中心，大力推进执行难
问题的解决 。 二是要加大裁判文书公
开、庭审公开等的宣传力度，让公众了解
人民法院在司法公开方面做的工作。三
是加大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加快落
实法律保障。

李亚兰（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
律师协会女律师协会会长）：2017 年最
高人民法院各项工作成效显著，
特别是
诉服中心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最高
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法官素养高、
审判质
效高，
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想在这里提几点建议，一是在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进一
步加强辩护人权利保障，特别是让保
障在基层中得到有效落实，加强对基
层法院在刑事审判中对辩护人的权利
保障。二是让最高人民法院的业务指
导作用发挥在规范工作上，不要浪费
在个案监督上。

吴 青（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金杜
（广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我就环境资源
司法审查工作发表几点建议：
一是建议出
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规范，
目前，
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还不完善，
这会增加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审理工作的困难；
二

是完善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三是希望充分发挥环境资源研究中心的作
用。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
的设立是为了构建环境资源法治领域的一
流智库，
希望可以借助该平台积极研究环
境资源审判中的新情况、
新问题。

李泽林（全国人大代表、
黑龙江省金
马律师事务所主任）：
最高人民法院忠于
党、忠于法律、忠于人民。设立巡回法
庭，
落实立案登记制、
主审法官负责制，
倡导并积极实施现代化司法理念，
做了
扎扎实实的工作。相信最高法院一定会
砥砺前行，
勇当改革排头兵。建议：
一是

认真总结大数据分析情况，
从而为建立
科学的信用体系及相应的立法提供有效
帮助。二是让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理念
落在实处，
并进一步完善。刑事审判工
作中，
要以证据为中心。尽快制定证据
规则方面的证据标准，
使以审判为中心
落到实处。

宋丰年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郑
州市金水区东风路街道办事处宋砦村党
总支书记）：我来自基层农村，不是法律
方面的专家，我仅从一个普通群众的角
度 谈几点 老百姓对法院 工作的切 实 感
受。总体上讲，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地方
各级法院都忠实贯彻落实了以习近平总

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精神，努力做到司
法为民、公正司法，成绩显著，群众对
人民法院工作越来越满意。但是当前法
官的待遇收入与现在的经济物价水平相
比明显偏低，建议适度增加干警人数，
提高待遇，有利于长期保持一支高素质
的法官队伍。

汪国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行为
法学会法制中国诗书画院院长）：在履
职期间，我多次参加法院调研，深深感
受到法院干警高强度的工作和不高的
收入之间的不平衡，对他们深深感到
敬佩。提几点建议：一是引入中国传
统法治文化解决案件，不要激化矛盾，

这样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二是司法体
制改革过程中干警高强度的工作和较
低的生活水平让我感到羞愧，我认为
应该在这方面对他们多加照顾。三是
基层法院在处理案件中，偶有问题存
在。法院的维稳工作重点就是求和，
我希望各级法院都要予以重视。

宋心仿（全国人大代表、
山东省东营市
蜜蜂研究所所长）：
2017 年以来，
我认为人
民法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案多人少和执行
难问题。提几点建议：
一是各级法院要重
视最高人民法院发出的指导意见、指导案
例的指导作用。最高人民法院要结合社会

实际，
不断纠正指导工作。二是尽快解决
法官待遇低和案多人少问题。三是如何更
好地破解执行难题，
可以和公安等相关部
门进行衔接、
合作，
并且多对一线的执行干
警给予表彰和奖励，
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
性和工作尊荣感，
为他们提供好保障。

陈卫东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
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一是要
认真研究司法责任制的运用与配套，
这项工作是本轮司法体制改革工作中
的重要内容，主要表现在法官的职业
保障与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监督问
题。二是司改后要加强办案规范，规

范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避免
错案发生。三是审慎地推进专业法院
的设置，避免造成混乱。四是如果司
法审判工作全面使用人工智能，会被
牵着鼻子走。五是全面推进以审判为
中心，证据规则需要得到进一步加
强。六是进一步规范假释工作。

张 学 兵（中 华 全 国 律 师 协 会 副 会
长、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主任）：最高
人民法院推动了律师刑事辩护全覆盖、
律师介入调解两项工作，对我们的工作
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建议：一是
是否可以借鉴律师事务所的做法，法院
也可以吸收高校在校生、毕业生参与司

法辅助工作。二是在审判中，偶有重视
数量、轻视质量的问题，要进一步优化
考核评价机制，使优秀法官脱颖而出。
三是 鼓励 律师机构成立 独立的第三 方
调解中心，真正发挥我们的作用，促进
案件 彻底 解决 。四是让 数字图 书馆实
现数据共享。

陈 舒（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律
师协会《广州律师》杂志主编）：建议：
一是落实审判为中心，关键在明确司
法责任和司法体制改革，使全社会建
立遵守法律的自觉。二是执行工作需
要各方面的配合和协作，全社会都要
有遵守法律、遵守法院判决的自觉。

三是现在法院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
需要进一步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要增加一些惩处手段，比如浪费
了司法资源要有相应的罚款等措施，
也要惩罚恶意诉讼。四是专业调解怎
么做？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规则、
流程。律师也要积极参与调解。

李士强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沈
丘县冯营乡李寨行政村党支部书记）：我
要为法院的工作点赞，如今，看得见的
公正、感受得到的高效已进一步成为新
常态。提几点建议：一是要进一步优化
法官退出机制、员额配比机制，院、庭
长要起好带头办案作用。二是进一步加

强队伍建设，提高法官职级待遇并进行
规范，完善法官职业保障和定期休假制
度， 确保 法官不处理与 办案无关的 事
务，确保他们将全部精力用来办案。三
是在执行工作中，遇到执行难时，对一
些困难的当事人进行司法救助，解决困
难群众的生计问题。

武冬立（全国人大代表、
公安部边防
管理局原局长）：
过去一年最高人民法院
措施实，
工作力度大、
效果好，
从人民法
院的工作可以看出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进步。我认为应进一步完善法官员
额制改革。实行员额制改革后，
我到一
些基层法院调查，
基层法院的同志反映

了案多人少的问题，
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包括院庭长不再把关，
如何保证案件质
量的问题。还有一些没能入额的有才干
的人员，
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要让
基层法院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改革成
果，
增强荣誉感责任感，
不断提高审判能
力和水平。

李大进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天
达共和律师事务所主任）：关于司法体制
改革工作，我认为法院的改革难点、改
革力度、改革效果非常突出。我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是：一是对于重大事项的改
革可以进行总结和梳理，改革反映出的
司法功能、司法效力要得到呈现，要反

馈出我们过去提出的问题和司改过程中
出现的新问题是否解决了，我们必须要
正面面对。梳理工作有利于指导法院对
司改的进一步深入，有利于回应社会关
切。司法公信力要用数字标准来进行回
应，而规范评价法官的标准可以促进法
官队伍精英化。

侯欣一（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有几点感
想，一是关于员额制改革，各地施行情
况复杂多样，应建立制度实现员额法
官的动态管理。目前员额制法官与司
法辅助人员的关系缺乏明确。二是司
法体制改革明确以审判为中心，我们

应该抓住核心问题，改善实质性的问
题，不能停留在形式上。三是建立配
套完善的法院管理制度，调动法官的
工作积极性，可以在法院内部开展大
讨论、大宣传。四是加大纠正冤假错
案的力度。五是希望关于涉枪案件的
司法解释能尽快出台。

闫冰竹（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
济委员会副主任）：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开局之年，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时
间召开座谈会，主动接受监督、广泛凝聚
共识，彰显了推进法治进程、维护公平正
义的责任与担当。成为监督员后，我常
在履职过程中对法院工作奔走呐喊。建

送达裁判文书
林瑞欢：本院对唐细妹诉林瑞欢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闽 0105 民初 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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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福建]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
周志强、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本院
受理云南新瑞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周志强、
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
志辉、邹权、原审第三人梁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周志强、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公
告送达(2017)云民终 47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撤销云
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昆民六初字第 26 号民事判决；
二、由被上诉人周志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归还上诉
人云南新瑞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 15350000 元人民
币，利息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还请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三、由被上诉人昆明高富旅游
度假有限公司、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
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四、驳回上诉人云南新
瑞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
受理费人民币 321291.94 元、保全费人民币 5000 元由被上诉人
周志强、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周志辉、邹权共同负担。本判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
个月即视为送达。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周志强、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本院
受理云南新瑞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周志强、
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
志辉、邹权、原审第三人梁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周志强、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
权公告送达(2017)云民终 47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撤
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昆民六初字第 28 号民事
判决；二、由被上诉人周志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归还
上诉人云南新瑞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 20000000 元
人民币，利息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还请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三、由被上诉人昆明高富

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
邹权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四、驳回上诉人云
南新瑞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393296.3 元、保全费人民币 5000 元由被上
诉人周志强、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云南滇潮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共同负担。本判决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 个月即视为送达。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周志强、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本院
受理云南新瑞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周志强、
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
志辉、邹权、原审第三人梁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周志强、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公
告送达(2017)云民终 38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撤销云
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昆民六初字第 21 号民事判决；
二、由被上诉人周志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归还上诉
人云南新瑞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 10000000 元人民
币，利息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还请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三、由被上诉人昆明高富旅游
度假有限公司、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
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四、驳回上诉人云南新
瑞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
受理费人民币 239070.66 元、保全费人民币 5000 元由被上诉人
周志强、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周志辉、邹权共同负担。本判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
个月即视为送达。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周志强、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本院
受理云南新瑞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周志强、
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
志辉、邹权、原审第三人梁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周志强、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
权公告送达(2017)云民终 38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撤
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昆民六初字第 18 号民事
判决；二、由被上诉人周志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归还
上诉人云南新瑞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 30000000 元
人民币，利息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还请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三、由被上诉人昆明高富
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

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昆民六初字第 27 号民事判决；二、
由被上诉人周志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归还上诉人云
南新瑞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 16000000 元人民币，利
息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还请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三、由被上诉人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
公司、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对上述借款
人民法院报2018年1月13日（总第7240期）
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四、驳回上诉人云南新瑞安投资控股
邹权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四、驳回上诉人云
(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南新瑞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
331357.04 元、保全费人民币 5000 元由被上诉人周志强、昆明高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562352 元、保全费人民币 5000 元由被上诉
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
人周志强、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
邹权共同负担。本判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 个月即视为送达。
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共同负担。本判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3 个月即视为送达。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周志强、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本院受
周志强、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本院
理云南新瑞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周志强、昆明高
受理云南新瑞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周志强、
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
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
权、原审第三人梁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周志
志辉、邹权、原审第三人梁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强、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公告送达(2017)云
依法向周志强、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公
民终3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
告送达(2017)云民终 37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撤销云
民法院(2015)昆民六初字第 25 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周志
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昆民六初字第 23 号民事判决；
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归还上诉人云南新瑞安投资控股
二、由被上诉人周志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归还上诉
(集团)有限公司借款 16800000 元人民币，利息自 2015 年 1 月 1 日
人云南新瑞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 30000000 元人民
至还请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
币，利息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还请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
算；三、由被上诉人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云南滇潮房地产
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三、由被上诉人昆明高富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
度假有限公司、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
任；四、驳回上诉人云南新瑞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
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四、驳回上诉人云南新
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347123.22 元、保全费人民币
瑞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
5000 元由被上诉人周志强、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云南滇
受理费人民币 572276.66 元、保全费人民币 5000 元由被上诉人
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共同负担。本判决自公告之
周志强、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
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限公司、周志辉、邹权共同负担。本判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
周志强、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本院
个月即视为送达。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受理云南新瑞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周志强、
周志强、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本院
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
受理云南新瑞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周志强、
志辉、邹权、原审第三人梁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
依法向周志强、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公
志辉、邹权、原审第三人梁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告送达(2017)云民终 37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
依法向周志强、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公
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昆民六初字第 22 号民事判决；二、
告送达(2017)云民终 37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
由被上诉人周志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归还上诉人云

公 告

南新瑞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 27800000 元人民币，利息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还请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
金贷款利率计算；三、由被上诉人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云
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
连带还款责任；四、驳回上诉人云南新瑞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514077.58 元、保全
费人民币 5000 元由被上诉人周志强、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
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共同负担。本判决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 个月即视为送达。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周志强、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本院受
理云南新瑞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周志强、昆明高
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
权、原审第三人梁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周
志强、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公告送达(2017)
云民终 37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
民法院(2015)昆民六初字第 24 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周志强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归还上诉人云南新瑞安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借款 11000000 元人民币，利息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还
请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三、
由被上诉人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云南滇潮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周志辉、邹权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四、驳
回上诉人云南新瑞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247999.56 元、保全费人民币 5000 元由
被上诉人周志强、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云南滇潮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周志辉、邹权共同负担。本判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
个月即视为送达。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其

他

本院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立案受理公益诉讼人大理白族自治
州人民检察院与被告水电十四局大理聚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侵权
责任纠纷公益诉讼一案。诉讼过程中，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现予以公告。公告期间为 2018 年 1 月 15 日至
2018 年 2 月 14 日。具体内容详见：http：//www.dIzfy ．gov ．cn／ss⁃
dh／ktgg／2018-01-11/1782 ．html。联系人：环资庭庭长鲍强；联
系电话：0872-2209516；联系邮箱：dlzyhzt@163.com。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