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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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天涛 （民盟中央社会与法制委
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
长）：我说几点感想，一是最高人民法
院坚持推进司法公开、司法大数据，成
就非常大，不仅对司法体制改革意义
重大，在国际上影响也非常大。经过
调研，我感到司法公开和司法大数据

要落实到基层，要增强基层法官这方面
的意识。人工智能不能代替人的判断，
但是用好了，可以节省人力。二是要大
力推进司法解释工作。立法后必须要进
行司法解释，解释要尽可能地细致一
些。三是要加大力度推进指导案例，起
到良好的引导作用。

黄超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华宁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非常荣幸有
机会成为最高人民法院的特约监督
员，我们监督的事项得到了依法、及
时地处理。在这里，我想提几点建
议：一是从全国层面集合各方力量推
动解决法院司法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

问题，保持队伍稳定，激发队伍活
力。二是在选聘新一届的监督员中兼
顾地域性，这样有利于了解全国工作
情况，广泛听取全国各地声音，统筹
兼顾，综合安排好全国工作，同时也
能保证监督员队伍的广泛性、代表
性、专业性与权威性。

郝同林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自从
周强院长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
解决执行难”后，执行工作环境大为
改观，我们基层单位在实际工作中也
有深刻体会，但在实际操作中仍遇到
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在决定执行效

果的因素中，执行法官的个人因素仍占
很大比重。我提三点建议：一是适当提
高执行法官数量，提高科技水平，缓解
案多人少矛盾。二是提高法官待遇。三
是最高人民法院要建立和完善对各级法
院的检查制度，对于明显违反程序性规
定的行为加强处罚力度。

朝克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
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
所长）：我想说几点想法，一是最高
人民法院和各级法院的司法宣传应
该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
融入互敬互爱、家庭和睦、社会和
谐等内容，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时
刻渗透在人民的思想和行为之中，

让司法宣传更深入人心，让人民群
众更深刻理解依法治国道理。二是
普法教育要深入扎实推进，要从街
道办事处抓起。法律与人民群众的
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必须广泛普及，
加强人们的法律知识、提高道德意
识，使人民群众真正懂得用法律武器
保护自己。

秦希燕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秦
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为了司法
公正，一是民事案件审理防止庭审走
形式开庭虚位化，在庭审后应及时合
议，时间久了难以确保合议案件的质
量。二是刑事案件审判应强调惩罚与
保护并重理念，依法对非法证据进行

排除，确保无罪人不被追究，特别是对
于其他司法机关有不同意见的案件，人
民法院要筑牢公平正义最后这条防线，
敢于担当，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防止
冤假错案。三是对于行政案件的审理，
应以判决为主，调解为辅。四是加大调
解工作力度，节约司法资源。

韩德云（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律
师协会会长）：谈我的一点感想：司法
体制改革进入了深水区，矛盾焦点更
加聚集到法律层次。我的建议是希望
最高人民法院关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提出的主要矛盾，充分注重司法体制
改革中出现的不均衡现象：一是职能

不均衡；
二是地域资源配置不均衡；
三
是法官队伍素质和能力不均衡。此
外，
还要注意三个问题：
一是法官的选
拔和来源不匹配，要促进法律行业之
间的流动性；二是加强法官对司改的
推进作用；
三是司法责任制的推行中，
司改首先要培养法官的廉洁。

袁敬华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夏
津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 这几年我能
切身感受到基层法院的变化，能感受到
法院工作的人性化，感受到公平正义。
比如法院的无障碍设施，曾带行动不便
的人去过法院，基础设施建设做得好，
聋哑人有诉求的，有法官会用简单的手

语进行交流。遇到老年人有纠纷，法官还
会到老年公寓了解情况及调解，让我们很
感动，我代表弱势群众感谢人民法院的关
注。建议：一是提高干警待遇，特别是基
层干警。二是法官劳动量大，他们的职业
病应该得到重视。比如心理压力大，要注
重心理调节。

王俊峰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
国律师协会会长）：为最高人民法院
过去一年的成就点赞。谈几点感受，
一是希望最高人民法院关注中国法
官、中国庭审的形象，进一步实现庭
审的去行政化。二是如何改善律师的
职业环境，需要整个国家和社会关

注，这方面希望最高人民法院继续关
注。三是如何提升律师的专业素能，
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个人有个愿
望，能否成立法律服务培训中心，吸
引青年律师进入公益法律服务队伍。
此外，以庭审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
革，要关注庭审工作的方方面面。

高明芹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鸢
都英合律师事务所主任）：我们从另一
种角度了解法院、沟通交流，是很好
的机会。在司法体制改革的特殊时
期，近距离了解、亲眼见证人民法院
的各项工作业绩，人民群众对法院工
作越来越满意。建议：一是严厉打击

非法讨债案件。我认为此类案件是社会
安定的一个隐患，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要
在审判中加大处理力度。二是最高人民
法院刑事辩护司法全覆盖非常好，建议
总结试点中的优秀经验，进行推广。三
是对立案登记制度的落实进行全面检
查，真正实现方便老百姓诉讼。

海霞（全国政协委员，
中央电视台
新闻主播、播音指导）：2017 年，最高
人民法院一直非常重视、支持和尊重
特约监督员工作，
在新年伊始、工作繁
杂的情况下，
专门安排一天组织座谈、
听取意见，足见最高人民法院对廉政
建设重视程度之高。我相信，有最高

人民法院的率先垂范，各级法院 2018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审判执行工作一定
能开好头、起好步，取得更多、更大的
成绩。司法体制改革方向是正确的，
成效也非常显著，应当继续坚持和不
断深化，但是要重视部分干警因改革
出现的一些思想问题。

阎建国 （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
中央委员）：我在基层调研中发现了一
些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有些
基层法院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指导
文件、指导案例贯彻的还不到位，要充
分发挥最高人民法院权威作用，监督各
级法院的工作。二是法官员额制改革以

来，法官的审判权力非常大，如何把权力
和错案追究联系起来，要加大院、庭长监
督力度，保障案件的质量。三是关于执行
案件，我认为不要轻易使用终止程序。四
是强化律师参与立案、调解、法律援助的
力度。五是大力发挥中央媒体对法院工作
的宣传和监督作用。

王振民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
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法律部部
长）：近年来，法院推动司法体制改
革的工作应当得到充分肯定。过去
两年里，香港司法界人士在与内地
同行的交流交往中，亲眼看到国家
司改的进步和成绩，极大增强了他
们对“一国两制”的信心。特别是

周强院长亲自到香港参加两岸四地
司法研讨会，宣讲国家司改取得的
阶段性成果，在香港司法界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我们在香港开展法律
工作能够取得一些成绩，与内地各
级法院长期的支持配合、与国家司
法体制改革和司法水平的提升是分
不开的。

黄宝荣 （国务院国资委巡视组巡
视专员）：感谢最高人民法院给予我作
为特约监督员的机会，我想提两点
建议：一是希望尽快建立国有企业尤
其是中央企业合作机制，特别是在服
务“一带一路”方面建立合作。二是
请第三方机构对法院的各方面工作进

行综合评估。近年来，为了更好地确保
阳光司法的有效实施，法院信息化工作
取得显著进展，大数据时代，更有利于
将廉实力建设与智慧法院的建设工作结
合起来，建立大数据时代下法院的评价
体系，不断推进改革，司法工作才能让
人民群众越来越满意。

朱列玉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
鼎律师事务所主任）： 2017 年，最
高人民法院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依法履行职责，为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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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王于锁：本院受理的（2016）最高法民终579号上诉人柳林县振 利。贵州铜仁黔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富烧焦有限责任公司与被上诉人赵峰及原审被告山西振富能源集 应当向贵州铜仁黔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本院定于2018年3月15日上午9时在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
团有限公司、山西紫鑫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王于锁民间借贷纠纷一 财产。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最高法民终 579 号民事判决 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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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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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交特别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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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民申 3195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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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应当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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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恩施市清江建安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12月21日
安力博发集团有限公司、彭浩川：本院受理上诉人北京首创融
）破产
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沈洪、安力博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审被 裁定受理恩施州金之易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之易公司”
告彭浩川抵押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重整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成立的金
院（2017）京02民终9706号民事裁定书，本案裁定：一、撤销北京市 易?中央公园破产重整清算组为金之易公司的管理人（湖北施南律师
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28388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 事务所、湖北正典律师事务所为该清算组成员，并承担管理人主要职
金之易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 2月28日前，
向恩施州金之易
回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责）。
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湖北省恩施市土桥大道2号原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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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破产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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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年12月27日裁定受理贵州铜仁黔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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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纠纷一案，并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指定贵州锦江河律师事务所 组织的，
为贵州铜仁黔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贵州铜仁黔东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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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3月10日前，向贵州锦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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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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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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创新产业园主楼B栋8楼；邮政编码：554200）申报债权。未在上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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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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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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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裁判文书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1月13日（总第7240期）
本院于 2017 年 4 月 14 日受理的江阴同济钢结构工程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根据管理人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作出
（2017）苏 0281 破 3 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江阴同济钢结
构工程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江苏]江阴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通正和置业有限公司以南通长城实业有限公司(原南通
长城实业总公司，
以下简称
“长城公司”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且资产不
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对长城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本院
于2017年12月29日裁定受理南通长城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同日指定江苏友诚(南通)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债权人应在
2018年4月8日前，向管理人(地址：南通市人民中路219号尚东国际
商务中心5幢1002室；联系人：张耀华；联系方式：13962771385)申报
债权。
本院定于2018年4月13日上午9时在本院4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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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机构代码证、
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会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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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

清算公告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清算组定于2018年3月20日上午9时，
在清算组办
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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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
债权人系自然人，
应提交身份证明。
如债权人的托代理人参加
会议，
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事务所函及指
派律师执业证件。
内蒙古西部冶金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申请宣告失踪、
死亡
本院受理的王敏申请宣告张士成死亡一案，经查：张士成，
男，满族，1972 年 6 月 4 日出生，住辽宁省兴城市海滨乡李金村，
身份证号码：211481197206044415，被申请人张士成于 2017 年 9
月 8 日在辽葫渔 25316 上作业时与辽瓦渔 75285 发生碰撞事故。
事故发生后，经打捞，搜救无果，经辽宁省渔港监督局调查证明
该公民已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希
望张士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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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的林鹏申请宣告林玉东死亡一案，经查：林玉东，
男，汉族，1970年10月5日出生，住辽宁省兴城市刘台子乡盐锅村
后林子屯50号，身份证号码：211481197010054515，被申请人林玉
东于 2017 年 9 月 8 日在辽葫渔 25316 上作业时与辽瓦渔 75285 发
生碰撞事故。事故发生后，经打捞，搜救无果，经辽宁省渔港监督
局调查证明该公民已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希望林玉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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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的周海杰申请宣告张伟明死亡一案，经查：张伟明，
男，汉族，1985年2月20日出生，住黑龙江省庆安县大罗镇东旺村
李春德屯，身份证号码：232330198502201837，被申请人张伟明
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在辽绥渔 35480 上作业时，发生海上自沉事
故。事故发生后，经打捞，搜救无果，经辽宁省绥中县渔港监督处
调查证明该公民已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
月。希望张伟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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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内蒙古西部冶金有限责任公司（下
称
“公司”
）股东巴彦淖尔西部铜业有限公司申请，
于2017年3月24日裁
定受理内蒙古西部冶金有限责任公司强制清算一案，
2017年12月26日
指定爱德律师事务所巴彦淖尔分所成立清算组。
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之
日起45日内，
向清算组（办公室及地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解放
西 街 吉 祥 园 22 号 ；邮 政 编 码 15000；联 系 电 话 13722186262、
送达执行文书
13722188106）申报债权，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天津梦雨投资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王钰滔与张喜权、
天津梦雨投
连带债权等情况，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的，
可在清 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执行一案，
依法委托天津中量房地产土
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
但需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 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天津梦雨投资有限公司坐落于津南区辛庄镇
用。
公司的债务人、
财产持有人应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向清算组清

司法服务和保障。这一年，最高人民法
院司法体制改革工作蹄疾步稳，亮点纷
呈：一是切实解决执行难，为基本解决
执行难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全面推进
司法公开；三是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
巩固改革成果；四是推进案件繁简分
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津沽路与鑫怡路交口新濠广场3号楼-1-601非居住地房地产、
津南区辛
庄镇津沽路与鑫怡路交口新濠广场3号楼-1-501非居住地房地产进行
评估，
现已作出中量房评报字（2017）第A-0215、
A0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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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浩哲：本院依法受理的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2016）津 0116 执 326 号一案，因你拒不履行判
决义务。申请人申请对你名下位于天津市武清区下朱庄京津公路
西侧龙如园 11-2-301 室房屋进行评估拍卖。经评估该房屋价格为
194.53 万元，因你拒不到院领取评估报告，特向你公告送达上述评
估报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你对评估结果有异议，
应于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视为无异议。
本院将依法拍卖上述房产，你可以向本院了解有关拍卖事宜，若你
在拍卖成交前向申请人清偿了案件债务，本院将终止拍卖，但因此
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你承担。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提列克：本院在立案执行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公证债权文书一案，依法查封你名下位于天山区光明路北一巷 9
号时代广场小区 1 栋 12 层 B 座 12K 住宅并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公告
向你发出限期履行通知书，因你未在限定期限内履行还款义务，故本
院依法委托乌鲁木齐大有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房产进行
评估【大有估价字（2017)059 号价格估价报告】，其价格为 1246785
元，大写：人民币壹佰贰拾肆万陆仟柒佰捌拾伍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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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书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
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新疆]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新疆思北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公证处（2002）新证字第3350号执行证书，
于2017年8月16日，
以
（2007）乌中执字第44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被执行人新疆思北商贸有限
公司所有的位于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153号广源大厦1至3
层房产[房屋产权证号：乌房权字（2002）0120957号，面积1380㎡）。现因
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内容，
本院将于近期对被执行人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153号广源大厦1至3层房产（房屋产权
证号：
乌房权字（2002）0120957号，
面积1380㎡]进行评估拍卖。
如有涉及
到上述房地产上有所有权、
抵押权、
租赁权、
其他优先购买权等请于本公
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书面申报，逾期不申报的，本院将依法对上述房
地产进行评估拍卖。
[新疆]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