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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某某宣扬恐怖主
义、极端主义案
【基本案情】
2016 年年初，张某某通过手机移
动上网下载暴力恐怖视频和图片。2016
年 2 月至 2016 年 10 月间，张某某先后
将下载的部分暴力恐怖视频和图片上传
至 QQ 空间，供他人浏览。
【裁判结果】
法院经依法审理，认定被告人张某
某犯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判处
有期徒刑二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 5000 元。
【法律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第
二十八条 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
义和极端主义，加强防范和处置恐怖主
义的能力建设，依法开展情报、调查、

防范、处置以及资金监管等工作，依法
取缔恐怖活动组织和严厉惩治暴力恐怖
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第四条第二款 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以
歪曲宗教教义或者其他方法煽动仇恨、
煽动歧视、鼓吹暴力等极端主义，消除
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二
十条之三 以制作、散发宣扬恐怖主
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资料
或者其他物品，或者通过讲授、发布
信息等方式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的，或者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的，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
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
收财产。

三、招远涉邪教故意杀
人案
【基本案情】
张帆、张立冬、吕迎春、张航、张
巧联及张某 （张帆之弟，时年 12 岁）
均系“全能神”邪教组织成员。吕迎
春、张帆、张立冬明知“全能神”系已
经被国家取缔的邪教组织，仍然纠合教
徒秘密聚会，制作、传播邪教组织信
息，发展邪教组织成员，或者为上述行
为提供便利条件，破坏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实施。2014 年 5 月 28 日，为宣扬

邪教、发展成员，张帆、张立冬、吕
迎春、张航、张巧联及张某在山东招
远一家麦当劳快餐厅内向周围就餐人
员索要电话号码，遭被害人吴某某拒
绝，张帆、吕迎春遂共同指认吴某某
为“恶灵”，并伙同张立冬、张航、
张巧联及张某将吴某某杀害。
【裁判结果】
法院经依法审理，以故意杀人
罪、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数
罪并罚判处张帆、张立冬死刑，判处
吕迎春无期徒刑；以故意杀人罪判处
张航有期徒刑十年，判处张巧联有期
徒刑七年。
【法律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国家依法取缔邪
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
违法犯罪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
条第一款、第三款 组织、利用会道
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
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
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
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
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
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
规定处罚。

“执转破”让“僵尸案”回春
本报记者 周瑞平 本报通讯员 周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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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0 日下午，停产近三年、空荡
荡的安徽金安管业集团有限公司厂区内
突现人气。合肥铁路运输法院法官和破
产管理人近 20 人前来查看厂房现状，
接管公司的财产、印章、财务账簿及重
要资料，正式启动该院首例“执转破”
案件，为正在开展的“江淮风暴”执行
攻坚战送上一记有力助攻。
2017 年，合肥铁路运输法院受理
了 52 件民间借贷系列执行案件，申请
执行人均为金安管业集团的职工。该公
司原为国有企业，改制后为维持运营，
向职工共集资 970 万余元。直到 2015 年
6 月彻底停产，52 名职工不但拿不回集
资款，连工资都领不到。虽经仲裁达成
调解协议，但该公司根本无力履行。合
肥铁路运输法院受理这批执行案件后，
查封了该公司评估价为 7100 万元的房
产和土地使用权，但均为轮候查封，很

刘 倩

文/图

难实现清偿。若不及时采取措施，这 52
起案件只能成为执行不能的“僵尸案”，
“执转破”势在必行，方能有效避免企业
财产进一步损耗，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
有 4 位申请执行人提出破产清算申请
后，上级法院指定合肥铁路运输法院承担
这起破产案件的审理工作，第一时间下达
受理裁定，摇号指定破产管理人团队，入
场接管企业。
图①：法官和破产企业管理人员在厂
房清点资产。
图②：破产企业财务人员将公司印章
移交破产管理人。
图③：法官现场清查破产企业财务账
册。
图④：法官向金安管业集团管理人员
了解破产企业财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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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严剑漪 本报通讯员 张 悦

【基本案情】
2014 年 3 月 1 日，一伙暴徒在昆
明火车站持刀砍杀无辜群众，造成
31 人死亡，141 人受伤，其中 40 人重
伤。
【裁判结果】
法院经依法审理，以组织、领
导恐怖组织罪和故意杀人罪数罪并
罚判处依斯坎达尔·艾海提、吐尔
洪·托合尼亚孜、玉山·买买提死
刑；以参加恐怖组织罪和故意杀人
罪数罪并罚判处帕提古丽·托合提无
期徒刑。
【法律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第二十八条 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
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加强防范和处置
恐怖主义的能力建设，依法开展情
报、调查、防范、处置以及资金监管
等工作，依法取缔恐怖活动组织和严
厉惩治暴力恐怖活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反 恐 怖 主 义
法》 第七十九条 组织、策划、准备
实施、实施恐怖活动，宣扬恐怖主
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非法持有宣
扬恐怖主义的物品，强制他人在公共
场所穿戴宣扬恐怖主义的服饰、标
志，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

织，为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人员、
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提供帮
助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二
十条 组织、领导恐怖活动组织的，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
没收财产；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他参加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
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并处罚金。
犯前款罪并实施杀人、爆炸、绑架
等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全国审判业务专家风采录

为创新护航 促发展加速
⇨ 上接第一版 同时，创新调解手
段，采用 QQ 视频、微信等方式进行
沟通，提高化解纠纷的效率，为当事
人节约诉讼成本。目前，涉及埃夫特
公司的 6 件案件有 3 件调撤结案，判
决的 3 件无一件上诉。

优化法治环境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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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强产业扶贫 激活内生动力

湖北高院帮扶葫芦盆村实现精准脱贫
本报讯 （记者 程 勇 陈晓露）
“ 开 春 以 后 ，我 家 又 添 了 10 多 只 小 羊
羔，日子更有奔头了！”湖北省英山县
方家咀乡葫芦盆村贫困户段细平欣喜地
对记者说。
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驻村工作队
悉心帮扶下，一穷二白的段家不仅获得
了 8000 余元启动资金，而且学会了黑
山羊养殖全套技术，顺利加入到该村最
后一批脱贫队伍。葫芦盆村现已实现整

体脱贫出列，建档立卡的 139 户 387 名
贫困人口基本实现脱贫。湖北高院扶贫
工作队连续三年被省委、省政府评为先
进工作队，驻村帮扶工作经验获选省直
机关精准扶贫最佳案例。
据了解，葫芦盆村是英山县扶贫的
“硬骨头”，土地贫瘠，经济结构单一。
全村常住人口 500 余人，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就达 387 人，扶贫任务十分艰
巨。2015 年 9 月以来，湖北高院党组按

照中央和湖北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
署，坚持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重
要政治任务，湖北高院党组书记、院长
李静亲自挂帅，成立新农村建设和扶贫
工作领导小组。每年召开 4 至 6 次党组
会，专题研究扶贫攻坚工作，制定驻点
村 《精准脱贫工作目标方案与建设规
划》， 选派最得力的干部驻村开展工
作，推进各项扶贫脱贫政策措施落地见
效。李静先后数十次到驻点村走访慰问

青岛海事法院司法服务新旧动能转换
依法保护海洋新技术新模式和生态环境
本报讯 （记者 吕 佼 通讯员
王靖媛） 4 月 10 日，青岛海事法院召开
新闻发布会，发布 《关于服务保障新旧
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实施意见》 和典型
案例。
《意见》 从提高思想认识、发挥职
能作用、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明确了

海事司法服务保障新旧动能转换的指导
思想、基本原则、职责定位和具体措
施。青岛海事法院将立足海事司法职
能，进一步提升海事司法质效，积极探
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海事审判体
系，强化对海洋经济关系的调整、规
范、引导功能。依法保护海洋新技术，

保障“智慧海洋”“透明海洋”工程；
依法保护海洋新模式，服务产业智慧
化、智慧产业化；依法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限制不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产能
扩张，促进海洋经济转型升级；依法禁
止丧失经营价值的企业和产能进入市
场。推动形成提质增效、规范有序、公

埋头耕耘 独守匠心

一 、 昆 明 火 车 站“3·
01”
暴恐案

记全国审判业务专家、
上海崇明法院院长朱丹
——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3起涉国家安全典型案例

“从小我就对法律感兴趣，看电影的
时候就觉得法律是公平正义的，是惩恶扬
善的，是为老百姓说话的。”清清瘦瘦的
朱丹微笑着说。
朱丹，现任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党
组书记、院长，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
研究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知识产权研究
中心特邀研究员，同济大学、华东政法大
学、上海财经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
第一次见到朱丹的人，都会感受到
他身上扑面而来的“学者法官”之儒雅
和谦虚。1994 年，怀揣法律梦想的他从
华东政法大学硕士毕业，进入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工作，从此开始了从书记员
到助理审判员、审判员的成长之路，并
先后担任上海高院民三庭副庭长、上海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五庭庭长、上海
高院民三庭庭长、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
院副院长。如今，他又开始了在崇明法院
的新征程。
“知识产权的政策性、专业性很强，
它要求法官不仅有扎实的法学素养，还
要有强烈的政治敏锐性，同时具备跨界
的专业知识，包括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
对国际形势发展的把握度。”直到现在，
朱丹对于知识产权这一领域仍然抱着敬
畏之心，20 多年来，他埋头耕耘，始终
秉持“钻研入微、精益求精”的工匠情
怀。
2010 年上海举行世博会期间，朱丹
审理了王群诉上海世博会法国馆等侵犯发
明专利权纠纷一案，该案在当时受到社会
的广泛关注。
“原告认为被告建造的上海世博会法
国馆建筑物专利侵权，我们去法国馆实地
勘验现场，然后根据原告说明书中记载的
发明目的、附图及其在专利授权审查中的
陈述，依法解释了专利权利要求，准确界
定了专利的保护范围。”朱丹告诉记者，
法院一审认为，法国馆建筑物内的房间均
设置在坡道表面，未延及坡道四周，与原
告专利权利要求的对应技术特征之“空间支架四周空间及表面设置有若干
房屋单元”既不相同也不等同，遂判决驳回诉请。此案的成功审理获得了
社会的一致好评，该案被评为 2010 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
件、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
“办案很艰辛，但最终如果能够圆满解决问题，就很有成就感。”朱丹
说。
难能可贵的是，朱丹不仅认真办案，作为管理者，他还积极参与了上
海法院知识产权审判机制改革的整个过程：参与筹建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推动上海法院建立知识产权案件跨区集中管辖机制，完善知识产权民事、
行政和刑事案件“三合一”审判机制，推动成立“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国际交流 （上海） 基地”。在朱丹及团队的共同努力下，2011 年，北
京大学发布研究报告指出，上海法院软件著作权司法保护综合指数在全国
十个大中城市中排名第一。与此同时，上海高院民三庭荣获“2012 年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金奖 （中国） 保护奖”。2015 年，朱丹担任浦东新区
法院副院长，分管知产审判等工作，他又牵头挂牌成立了自贸区知识产权
法庭和“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调研联系
点”，积极发挥浦东新区法院在涉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先行先试的
领头雁作用，努力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法院审判工作是我一生的事业。”采访的最后，朱丹坚定地说。
天道酬勤。2018 年 4 月 13 日，朱丹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第四届全国
审判业务专家称号。在人民法院司法审判事业的道路上，这位“匠人”将
怀揣梦想，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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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强调，湖北高院作为英山县扶贫工作
的牵头单位，必须要把责任扛在肩上，
把扶贫攻坚工作落实好，保证“小康路
上不落一人”
。
湖北高院按照精准帮扶要求，逐户
调查摸底、逐户建档造册、逐户制定对
策，按照“一村一策”的产业扶持办
法，增强贫困户自我造血功能。通过能
人引领、市场主体引领合作示范的方
法，建立葫芦盆村药材和油茶种植基
地。利用当地土壤气候优势发展种植
业，使贫困户年收入增加 5000 余元。
充分发挥当地光热资源丰富的优势，把
发展光伏产业与扶贫攻坚结合起来，多
方筹措资金，修建了一座 302KWp 光伏
电站。目前，光伏电站已并网发电。

平透明、充满活力的交易秩序和有利于
创新创业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全方位助
力新旧动能转换，为促进山东省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的海洋经济改革发展示范区、加快建设
海洋强省提供有力的海事司法服务和保
障。
今年以来，青岛海事法院共受理各
类海事海商、海事行政和海事执行案件
1843 件，同比增长 44.7%，审执结 908
件，同比增长 2.3%，审判执行工作呈
现案件类型不断扩展、收案大幅增长、
案件审判质效稳步提升等特点。

达索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是法国
的一家软件公司，为全球领先的产
品生命周期管理软件提供商，是
CATIA 系 列 计 算 机 软 件 著 作 权 人 。
芜湖一家公司采购了一套仅供单台
电 脑 终 端 使 用 的 单 机 版 CATIA 软
件，后未经达索公司授权许可，擅
自复制 CATIA 软件安装到多台电脑
终端上使用。
法国达索公司发现侵权事实
后，诉至芜湖经济开发区法院，要
求判令侵权公司赔偿 50 万元。法官
办案时意识到，这种涉外知识产权
案件，能促成双方和解、实现共赢
是最理想的结果。法官多次组织调
解，双方就涉案软件达成了价值 120
万元的著作权使用许可协议，达索
公司撤回起诉。
法国公司的涉案软件著作权获

得中国法院的司法保护，充分体现
出芜湖法院平等保护境内外权利人
合法权益的司法政策导向，诉讼双
方由诉讼对抗变为商业合作，促进
了著作权传播。
“以案释法，有利于营造良好的
知识产权法治环境。”芜湖中院副院
长丁必勇说，为树立激励和保护创
新的鲜明导向，2016 年以来芜湖中
院每年都向社会发布知识产权审判
白皮书和典型案例，促进全社会参
与和支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
通过审判流程公开、庭审网络直
播、裁判文书上网，增加知识产权
审判工作的透明度，充分展现芜湖
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力度及水
平。
芜湖两级法院结合实际，探索
建立知识产权案件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自觉把调解工作贯穿于知识
产权审判的全过程，以调解促和
谐、以调解促合作、以调解促发
展。2017 年全市知识产权案件的调
撤率达 97%，不少知识产权侵权纠
纷以各方当事人合作为前景达成调
解协议，有效促进了智力成果的转
化和利用，推动了相关行业经济发
展方式的转变。

正定法院推行发还改判案件讲评机制
⇨上接第一版
讲评过程中，被讲评法官的书记
员在现场记录，讲评记录存档。讲评
会后，点评小组写出讲评报告，重点
写明造成案件发还改判的主客观原
因，以及通过讲评形成的共识，为以
后案件审判提供借鉴。
在开展发还改判案件讲评的同
时，该院作出相应的奖惩规定：对发
还改判案件超出 5%的员额法官停职

培训或调离审判岗位；在绩效考核
中，每发还改判一件案件即从员额法
官的办案数量中扣减两件。
发还改判案件讲评机制的推
行，将所有办案环节置于“阳光”
之下，形成了对员额法官的有效监
督，增强了员额法官的责任心，倒
逼了员额法官努力去提升司法能
力，快办案、多办案、办好案在该
院蔚然成风。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北里西区22号（南区） 邮政编码：
100062 法院公告咨询：
（010）67550885\6\7 广告咨询：
（010）67550870 广告传真：
（010）67195418 广告发布登记：
京东工商广登字20170009号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今日八版 零售：
每份0.9元 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