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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办案故事

2018 年 2 月 26 日上午，福建省厦
门市中级人民法院3号法庭内，随着法
槌的敲响，再审申请人林某诉被申请人
洪某及一审被告泛华公司、元华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当庭宣判。合议庭对
一、二审判决予以撤销、变更，支持林
某的主要再审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的主审
法官周伦军是该案承办人。经审查，这
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被申请人洪
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借款人林某、泛
华公司归还欠款 3000 万元及相应的利
息。一、二审法院均判决支持洪某的诉
讼请求，林某以银行对账单能够证明洪
某所主张的借款已经全部收回为由申请
再审。林某在再审申请中提供的银行对
账单至关重要，周伦军凭借丰富的办案
经验和严谨缜密的分析判断，洪某提起
的诉讼涉嫌恶意、虚假诉讼，“银行对
账单是新证据，在一、二审中未提交，
原审法院也未查明事实、理清真相。”
合议庭经评议，一致同意提审该案，并
决定，如果提审中查清此案确属虚假诉

讼，那么最好当庭宣判并采取民事制裁
措施，强化打击虚假诉讼。

“惩夫已犯者，所以戒夫未犯者，
而使之不再犯也。”通过庭审作典型示
范，起到宣传教化作用，是庭审的意义
所在。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
长，第三巡回法庭庭长江必新担任此案
审判长。他指出本案案情并不复杂，也
没有疑难法律问题，之所以历经多次诉
讼，耗费大量司法资源，皆是因为出借
人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隐匿证据、
恶意诉讼所致。因此，到巡回区法院开
庭审理此案，一是对虚假诉讼进行惩
戒，起到宣传教化作用；二是有效落实
审判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减轻当
事人诉累的改革要求。

2月22日正月初七，春节的气氛依
然浓厚，人们还没有从合家团圆的假期
状态转向工作状态，周伦军带领审判团
队成员已经登上南下的飞机，从南京飞
往厦门为 26 日的开庭做准备。当天下
午和 23 日上午，周伦军两次主持召开
庭前会议，明确再审请求和答辩意见，
固定质证意见，厘清争议焦点。起初，

法官助理李洁多次联系洪某的律师，但
其态度冷淡，并以春节早有安排为由拒
绝出庭。而再审申请人林某则因一审、
二审的判决被列入失信黑名单，十分迫
切地希望早日查清真相，保障自己的合
法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周伦军直接联
系洪某，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
告知其相关的法律后果，最终洪某认识
到了自己的错误，主动承认已经收到过
部分利息的事实，并积极地配合合议庭
提供了相关证据。

2月25日下午，江必新到达厦门，与
合议庭成员周伦军、汪军在宾馆就地进
行庭前合议。为了达到良好的教示效果，
合议庭对庭审提纲、焦点问题、提问环节
进行了细致地研究和安排，直到凌晨 2
时合议庭房间的灯才熄灭。

辛勤周全的准备换来了一堂生动的
法治公开课。庭审中，合议庭查明事实
真相，并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权利，让双
方当事人充分阐明了自己的意见。休庭
合议时，审判长江必新指出，林某尚欠
的借款本金和利息应该计算清楚，洪某
虽属虚假诉讼，但他的合法请求应依法

予以支持；至于其妨害民事诉讼的行
为，则根据法律规定，当罚则罚。鉴于
洪某的行为已经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
规定，合议庭当庭决定对洪某处以8万
元罚款。

宣判后，江必新在庭审教示中强调
指出：“诚信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内容，是人的立身之本。所
有的民商事主体在市场活动中都要以诚
信为本，所有的诉讼主体在诉讼过程中
都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如实客观地陈
述相关法律事实，配合法院查明案件事
实，以便于法院依法公正地作出裁判，
维护正常的诉讼秩序，促进诚信社会建
设。” （李 洁 唐 宁）

代表点评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吴偕林：

此次庭审不仅法律关系理得清，而
且判决准、释法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生动宣传，也体现了最高人民法
院和三巡在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
司法改革、维护公平正义方面所做的努
力。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漳州市实验
小学党委书记、省特级教师兰臻：

通过旁听庭审充分领略了大法官的
风采，法庭上法官呈现出的睿智、博
学、亲切、严中有爱的气度，特别是最
后的教示环节，法官引经据典、通俗易
懂地讲解法律和社会问题，都让人深受
触动。“家门口的最高法院”拥有严谨
的工作作风和创新的工作理念，在维护
公平正义方面作出了重要努力。

全国人大代表、闽南师范大学生物
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陆銮眉：

江必新大法官在庭审中将较为生僻
的法律知识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在最后环
节进行了解释，使人受益匪浅。经过此
次旁听庭审，感受到司法永远站在公正
的一边，对司法公正有了更深刻的体
会，也深切感受到最高法三巡在统一裁
判尺度方面所做的努力。

最高法三巡：大法官明断虚假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于
2016年12月28日挂牌成立，位于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浦珠北路 88
号。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
院长江必新大法官任第三巡回法庭
庭长，另有主审法官12名。作为最
高人民法院派出的常设审判机构，
第三巡回法庭巡回区域为江苏、上
海、浙江、福建、江西 4 省 1 市。
2017年该庭受理各类案件2803件，
审结2556件。

法庭名片

图为案件庭审现场。 唐 宁 摄

“目前，离婚家庭未成年人被探
视权利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未成
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快乐成长。”今年两
会，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
务所主任彭静带来一份提案，呼吁切
实落实离婚家庭未成年人的被探视权
利。

彭静说，探视权制度的适用前提
是离婚以后，即合法有效婚姻关系消
灭后，但是这一前提实际上将部分父

母排除在了探视权主体之外。比如，无
效婚姻不会产生离婚法律行为，也就无
法符合行使探视权关于离婚的要求，同
样影响到他们的子女。

彭静认为，探视权权利主体仅限定
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且未与子女共
同生活的一方，将祖父母、外祖父母、
兄弟姐妹及未成年子女排除在探视权的
权利主体之外，“这不利于弘扬我们国
家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彭静提出，应扩大探视权主体范
围。“建议将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
母、兄弟姐妹和事实婚姻关系的父母
均列入探视权主体范围，并规定被探
视者有权要求有探视权的亲属来探视
自己。”

彭静认为，法律应该明确规定探视
权行使的时间和方式，完善探视权利的救
济方式。“探视权是一种人身权利，如果
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阻碍探视权人探视
权的行使，会导致探视权人的精神痛苦，
符合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条件。”

全国政协委员彭静：

关注未成年人的被探视权利
本报记者 郭士辉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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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蓑依服装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8）最高法行再27
号关于再审申请人本雅（国际商标）公司与被申请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及原审第三人北京金蓑依服装服饰有限公司商标
异议复审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2018年6月19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七法庭（北京东交民巷27号）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本
院将依法进行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本院立案受理重庆赛英思实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后，并于
2018年1月24日指定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
担任管理人。重庆赛英思实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5月11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为保障债权人申报债权的便利，2018年3月
31日前每周一至周三在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花木世界办公大楼二
楼申报债权，其余时间在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131号世界贸易中心
30楼申报债权；联系人：荣渝龄、联系电话：18680773439；联系人：喻
川虎、联系电话：15823796902；联系电话：023-63885225），说明债权
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
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按债权确认金额的3‰计算）。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
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
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重庆赛英思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重庆赛英思实
业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5月25日上午9时30分
在本院406审判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
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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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交律师事务所指派函。参加债
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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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函。请各债权人
准时参加会议。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重庆市江北区国咨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1

月9日裁定受理重庆旅游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
2月7日指定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担任重庆旅游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管理
人。重庆旅游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5月9日前，向重庆
旅游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嘴西大街
25号平安财富中心B座6楼603；邮政编码：400020；联系电话：栾友辉
18581486017、陈一鸣18580001311）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
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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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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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旅游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重庆旅游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年5月11日上午9时30分在重庆市东和花园酒店（地址：重庆市
渝北区龙塔街道天和路1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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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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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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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银雅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监事、高管
及其他负有配合破产清算义务的人员：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
月22日裁定受理了深圳银雅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
深圳市中天正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管理人。根据企业破产法及其相关法
律规定，请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监事、高管及其他负有配合
破产清算义务的人员于本公告之日起10日向管理人（地址：深圳市福田
区滨河大道5022号联合广场A座5401；联系人：蔡斌；电话：0755-
82926221；传真：0755-82901311）移交深圳银雅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全部资料，并依法配合管理人接管和破产清
算工作。如怠于履行上述义务导致无法清算或无法全面清算的，相关义
务人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深圳银雅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现我公司履行
通知义务如下：我公司已于2018年3月6日与深圳市应鑫达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签订债权批量转让协议书，约定将我公司享有的12项债权及
附属权益依法以现状依法转让给深圳市应鑫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请
所转让债权对应的债务人以及关联人自公告之日起向深圳市应鑫达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全部义务。转让基准日为2018年2月8日：1、债
务人：袁心发、四川群力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罗秀容、重庆长安群力汽车
配件有限公司、重庆细水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生效文书号：（2014）
渝一中法民初字第1292号；执行案号：（2016）渝01执1174号；2、债务
人：曾蔚、重庆辉耀机车有限公司、重庆缅敏龙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生
效文书号：（2015）渝一中法民初字第538号；执行案号：（2016）渝01执
1175号；3、债务人：胡茜、罗义忠、重庆市美美名家家居有限公司；生效
文书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1764号；执行案号：（2016）渝0105执
2141号；4、债务人：张朝官、重庆润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生效文书号：
（2015）江法民初字第4556号；执行案号：（2016）渝0105执2143号；5、债
务人：聂宏、聂建、重庆齐澳投资有限公司；生效文书号：（2015）江法民初
字第6405号；执行案号：（2016）渝0105执2146号；6、债务人：张健、张顺、
郑坤辉、张德毅、谢万权、重庆市补天商贸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区翰龙石
油成品油有限公司、重庆恒正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垫江县威望复合燃油
有限公司；生效文书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9045号；执行案号：（2016）
渝0105执4589号；7、债务人：周明、周成龙、李方毅、任昌芝、重庆隆通油
料供应有限公司、重庆鹏洲石化销售有限公司；生效文书号：（2016）渝
0105民初4581号；执行案号：（2017）渝0105执3404号；8、债务人：何旭、
重庆市聚英技工学校；生效文书号：（2015）渝证字第11026号；9、债务人：
重庆凯能科技有限公司、刘万明、刘畅、廖静、刘凯、重庆金国凯畅机床厂；
生效文书号：（2012）江法民初字第757号；10、债务人：李孔荣、刘春梅、曹
晋兴、袁山东、谭光碧、重庆恒煌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重庆市鑫格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重庆东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展东商贸有限公司；
生效文书号：（2016）渝0105民初7876号；11、债务人：刘越、郑巧稚；债权
本金：2211450元；债权利息：1810252.12元；12、债务人：陈传端、钟代均、
刘一丁、汪晓蕾、薛闯、黄梅、刘锦云、重庆市渝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债权
本金：0元；债权利息：59703元。

重庆中科智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原重庆中科智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致陈正宏、佘陈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法律的

规定，以及我公司与深圳市应鑫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28

日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之约定，现将我公司对你们所拥有的并经
（2017）湛仲字第2435号【执行案号：（2017）粤03执3465号】生效仲裁
裁决确认的全部债权及其他从权利依法以现状转让给深圳市应鑫达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向深圳市应鑫达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履行全部义务。 深圳市中兰德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长沙农村商业银行韶山路支行（原长沙雨花农
村合作银行韶山路支行）对广东三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三星
企业集团公司）自1991年7月3日相继发放，累计借款本金叁仟伍佰万元
整及利息进行公告催收。请借款人自公告之日起尽快履行还款义务。如
借款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否则我行将
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置。 长沙农村商业银行韶山路支行

于明：桦甸市人民政府已于2017年6月11日在人民法院报公
告向你送达了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催告通知
书，限你在10日内搬迁腾空房屋，逾期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桦甸市人民政府

李炳华：桦甸市人民政府已于2017年6月11日在人民法院报
公告向你送达了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催告通
知书，限你在10日内搬迁腾空房屋，逾期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本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桦甸市人民政府

王振宇：本会受理申请人张宏民与被申请人王振宇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被申请人王振宇公告送达（2017）同仲裁
字第084号裁决书。裁决如下：1、被申请人王振宇应于本裁决书生效后
10日内偿还申请人张宏民借款本金510000元（大写：伍拾壹万元整），
同时给付从2015年11月15日直到利随本清的利息，年利率以24%计
算。2、本案仲裁费用18371元（大写：壹万捌仟叁佰柒拾壹元整），由被
申请人王振宇承担。因仲裁费用已由申请人张宏民预交，故被申请人
王振宇应将18371元（大写：壹万捌仟叁佰柒拾壹元整）直接给付申请
人张宏民。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被申请人王振宇来本会领取裁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本会联系电话：0352-6026603。大同仲裁委员会

张慧：（2018）沪02民终2078号上诉人张道舜诉被上诉人张慧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审理终结。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裁定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8）沪02民终207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准许张道舜撤回上
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徐晓凡：（2018）沪02民终2079号上诉人张道舜诉被上诉人徐晓
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审理终结。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
裁定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18）沪02民终207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准许张道
舜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傅妍：（2018）沪02民终2083号上诉人张道舜诉被上诉人傅妍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审理终结。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裁定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沪02民终208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书内容如下：准许张道舜撤回
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付彬彬：（2018）沪02民终2084号上诉人张道舜诉被上诉人付彬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审理终结。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裁定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沪02民终208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书内容如下：准许张道舜
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张智敏：（2018）沪02民终2081号上诉人张道舜诉被上诉人
张智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审理终结。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民事裁定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沪02民终2081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书内容如下：准许张道舜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
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胡森浩：（2018）沪02民终2082号上诉人张道舜诉被上诉人
胡森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审理终结。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民事裁定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沪02民终2082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书内容如下：准许张道舜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
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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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夏先鹏：

加强对境外就业劳动者的保护
本报记者 沈 荣

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厦门
海事法院院长夏先鹏接受记者采访时
提到，今年带来了一份《关于加快完
善境外就业劳动者参加国内社会保险
制度》的提案。

夏先鹏说，关注到这一问题，是
因为法院遇到了相关诉讼，一些境
外劳动者在海外劳动过程中遇到了
纠纷，到法院来，却发现对境外劳
动者的劳动法保护，现行立法存在

疏漏，法院一般只能调解结案。而
且，经过调研发现，每年我国各类
对外劳务合作派出人员有几十万人
之多，但通过与外派企业签订服务
合同的中介途径赴境外就业的劳动
者，社会保险大多处于空白状态，
亟需补充完善。

夏先鹏发现，我国劳动法和社会
保险法都只适用于境内劳动者，而出
于种种原因，我国劳工也很难在工作
地取得社保。境内境外社保两头落
空，严重损害了境外就业劳动者的基
本权益，社保的缺失也加剧了境外发
生劳动纠纷的几率与纠纷的冲突程
度。

“作为我国公民，境外就业劳动
者有权主张取得国内社保，在操作上
可以考虑，以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代为
申办社保登记的方式，建立境外就业
与境内参保的对接，先期出台境外劳
工参加国内社会保险的规定。”夏先
鹏说。

“‘两高’报告高屋建瓴，全面
展现了过去五年成就，对今年工作也
作了详尽部署，思路清晰，求真务
实。”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香港
律师会会长苏绍聪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苏绍聪认为，过去的五年，人民
法院工作发生深刻变化、取得重大进
展。他告诉记者，由于工作关系，会
经常往来内地与香港之间，“能真切

地感受到人民法院在深化改革、维护公
平正义、回应人民群众期待等各方面取
得的长足进步。”

去年，苏绍聪参观了最高人民法院
执行指挥中心，其中的大数据应用令他

“非常开眼界”。他介绍说，最高人民法
院建立网络执行查控系统，通过信息
化、网络化、自动化手段查控被执行人
及其财产，极大提高了执行效率，促进

“基本解决执行难”取得重大进展。
最高人民法院开通审判流程、庭审

活动、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四大公开平
台，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对此，苏
绍聪表示，“人民法院在满足当事人知
情权、参与权的同时，自觉接受监督，
不仅使司法增加了透明度，更是司法自
信的表现。”

作为香港律师会会长，苏绍聪说，
将继续推动两地法律界合作交流，为两
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好服务和保障，
也期待“人民法院的改革继续向纵深推
进，释放更多惠民红利”。

全国政协委员苏绍聪：

大数据应用成效显著
本报记者 郭士辉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系列
解读全媒体直播访谈活动举行

刘贵祥解读“攻坚执行难”
本报北京 3月 12 日电 （记者

罗书臻） 今天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工
作报告》系列解读全媒体直播访谈活动
举行，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刘
贵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肖建国就“攻
坚执行难”主题进行解读，中央电视台
新闻中心主持人崔志刚主持。

刘贵祥指出，2016年全国两会上，
周强院长在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时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
行难问题，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
一道藩篱”。两年来，人民法院紧紧依
靠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利用现代
科技手段和信息化手段破解查人找物
和财产变现等执行难题，逐步完善失
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
制，坚持善意执法、文明执法的理念，
进一步规范执行行为，保护各方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人民群众对执行工作

的满意度显著提升，人民法院执行权
威有效树立、司法公信力进一步增强。

刘贵祥表示，基本解决执行难的
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有更多
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所以，
两年来，人民法院忠实履职，按照规
范进行操作，千方百计、想尽办法提
高执行的实际到位率，力争把更多的
真金白银装到当事人的口袋里，实现
当事人的胜诉权益。

刘贵祥表示，基本解决执行难工
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与人民群
众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人民法
院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努力破解执
行难题，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
感。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社会的大力支
持下，通过全国广大干警的辛勤努
力，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
问题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全国人大代表贺一诚：

法院在保障人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本报记者 刘 婧

3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澳门代表团审议“两高”报告
时，全国人大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
立法会主席、澳门厂商联合会永远
会长、澳门贺田工业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贺一诚对报告给予高度评
价，他表示，报告内容翔实、文字
简洁，相信今年人大代表对这个报
告的接受度会很高。

贺一诚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将去年
工作作了详细汇报，在打击经济犯罪和
腐败犯罪方面力度很大，在保障人权方
面做了很多工作，坚决纠正冤假错案，
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让老百姓都

能付得起诉讼费用，去年为当事人减免
了1.8亿元。相信对冤假错案的纠正、国
家赔偿以及追究责任机制会进一步加
强，这也表明国家对人权和公民权的保
护力度加大。

贺一诚说，法院出台审理夫妻债
务纠纷司法解释、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司法解释、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
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试点
等是很好的创新。而且，目前网络和
传媒干预案件审理的现象比较严重，
必须下大力气扭转。他还建议采用智
能辅助办案系统、案管机器人、电子
卷宗的做法，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