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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为城市特色发展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本报记者 余建华 本报通讯员 虞天浩

浙江省东阳市历史悠久，经济发达，素有“教育之乡”“建筑之乡”“工艺美术之乡”“文化影视名城”等美
誉，下辖的横店镇、南马镇花园村等地更是享誉全国。东阳市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坚持能动司法，
服务中心工作，助力东阳打造“影视旅游名城、经济文化强市、生态宜居东阳”。

“东方好莱坞”的法治导演

“中国十大名村”的无讼社区

东阳市横店镇，是有着“东方好莱
坞”美誉的影视旅游名城，年接待游客
2200 多万人次，横店影视城更是中国
唯一的“国家级影视产业实验区”。

然而，影视产业的高度发达，往往
伴随着影视作品知识产权纠纷的日益复
杂。

“随着东阳影视产业全域化发展，
近年来，涉及知识产权权属、侵权纠纷
日渐增多。”东阳市人民法院民三庭庭
长韦海华说，“知识产权是权利人对其
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享有的财产权
利，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双重属性。
从目前审理的案件看，影视产业知识产
权纠纷主要集中在著作权权属、侵权纠
纷这两块领域。”

为适应时代发展需求，东阳法院着
力提高司法保护影视企业知识产权的能
力，建设了一支素质过硬的专业知识产

权法官队伍。该院不断强化与横店影视
文化产业实验区管委会的联动，定期向
管委会通报影视企业涉诉情况，结合案
件给出司法建议，防患于未然；定期走
访影视企业，宣讲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增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让知识产
权审判服务大局职能逐步拓展。

“感谢法官这段时间来的付出，为
我们影视企业的知识产权提供了坚实的
保护，必须为东阳法院点个赞。”2017
年12月8日，在东阳法院的努力下，浙
江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实验区的一家知名
影视企业诉某科技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
络传播权案件调解成功。

据了解，2017 年以来，东阳法院
审理涉影视企业被侵权纠纷案 23 件，
调解结案 17 件，自动履行率达 100%，
到位标的额达 65 万元，有效地维护了
影视企业的合法权益。

除了横店影视城，东阳旅游业还有
另外一张金名片，那就是全国十大名村
——“花园村”。

花园村拥有红木家具专业市场和红
木原木交易市场，同时是国家AAAA级
旅游景区和中国十大优秀国际乡村旅游
目的地。

村子越来越美，环境越来越好了，
生活越来越富裕了，可是如何让社会治
理跟上发展的步伐呢？东阳法院发挥审
执职能，在助力花园村综合治理方面想
出了“金点子”。

2017年 8月 8日早上，花园便民服
务中心已经“客满盈门”。东阳法院南
马法庭法官应望黎正和法庭特邀调解员
一起，为外来务工的邢某和当地村民刘
某，对其因租房合同引发的纠纷进行调
解。经过法官和调解员一同耐心细致的
调解，双方终于握手言和。

花园村红木产业发达，外来务工人
员多，起诉至法庭的各类矛盾纠纷也剧
增。为此，南马法庭积极探索新形势下

化解矛盾纠纷的新途径，以花园村为试
点，开展了“无讼社区”创建工作。

“我们将‘最多跑一次’改革与法
官进村相结合，在花园村红木家具城内
设立了法官调解室，在花园村便民服务
中心设立了法官咨询点，定期到各村开
展工作，实现群众与法官沟通的‘零距
离’。”南马法庭庭长申屠红权介绍。

针对不同类型的矛盾，花园村还建
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外来人员管理领
导小组等一系列调解机构。南马法庭定
期派驻法官对各小组和花园村调解员进
行专项业务指导，同时，邀请援助律
师、法庭金牌人民调解员等，通过讲座
培训等方式以案说法，生动形象地向花
园调解小组介绍仲裁、调解、协商的基
本知识及非诉讼解决纠纷方式的基本情
况和做法。

2016 年至今，花园村共发生纠纷
159 件，通过各类调解组织化解矛盾纠
纷达 126件，营造了“一般纠纷不出村，
重大矛盾不上交”的“无讼”环境。

东阳风景优美，人杰地灵，在地理
上有“三山夹两盆”的特征，素有“婺之
望县”“歌山画水”的美誉。其境内有
被诗仙李白称赞“欲览众山小，漫步东
白山”的会稽山脉最高峰东白山；也有
钱塘江三大源流之一的东阳江。优美
的环境是东阳生存发展的重要资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
宜居东阳，就是要坚持绿色发展，给老
百姓一个绿色生态的环境和空间，让
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
福感。助力生态宜居东阳建设，东阳
法院责无旁贷。”鲍大兵告诉记者。

东阳法院围绕保护生态环境这一
重要主题，认真履职，采取了多种创新
的举措。

2017年4月，东阳法院出台《关于
为全面剿灭劣V类水行动提供有力司
法保障的意见》，司法护航劣V类水剿
灭战。明确依法受理涉水污染案件，
严惩涉水污染刑事犯罪，妥善化解涉
水污染各类纠纷，有效监督和支持政
府依法行政。

“通过积极促进司法与行政的良
性互动，全力做好涉水案件的风险防
范化解工作，充分发挥司法宣传的引
导作用。”东阳法院行政庭庭长吕小松
表示。

近三年，东阳法院共审结污染环
境罪刑事案件 10件 12人。针对涉案
人员大多无营业执照，生产方式粗放
单一，工厂作坊分散且有一定秘密性，
监管难度大的特点，铁腕出击。除对
1 名从犯适用缓刑外，其他全部判处
实刑。

此外，东阳法院还充分发挥行政
审判职能，加大涉水环保履行法定职
责案件和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审查力
度，提高人民群众参与环境保护治理
的积极性。

在保障涉水环保非诉行政案件的
强制执行效力方面，东阳法院推行裁
执分离机制。鲍大兵介绍：“我们推动
建立了政府主导、多部门参与的联动
执行机制，切实保障强制执行效率，助
推依法打造具有东阳特色的山水文化
长廊。”

为助力“五水共治”工作，5 年来

东阳法院指导配合镇乡街道关停涉非
法排污的养猪场64家。

同时，东阳法院通过召开府院联
席会议、开展联合调研等多种形式，加
强信息交流和共享，共同研究涉水环
保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法律
问题，进一步健全与环保等部门的工
作联络机制，为剿灭劣V类水提供强
有力的司法保障。2017年，东阳法院
助力环保部门依法行政，审结强制执
行污染环境案件37件。

“旧房改造得怎么样了？道路硬
化都完成了吗？环境整治还有哪些问
题？”2018年 2月 27日上午，在东阳法
院“百局联百村”联系村东阳市六石街
道学研徐村开展联系对接工作时，鲍
大兵向街道、村干部详细了解了村里
各项工程建设情况。

2018年，东阳积极打造美丽乡村
“升级版”，立足地域特色，打好“五水
共治”“三改一拆”“两清”等组合拳，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宜居家园。其
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开展“百局联百
村”活动。

为确保结对联系工作取得实效，
东阳法院成立了以院长担任组长的联
系工作组，分别确定了一名分管领导
和联络员，经常性地到联系村对接工
作，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并及时总结经
验，形成制度化成果，不断深化活动成
效。

这样的对接联系活动每周都会开
展一次。截至目前，鲍大兵已经到学
研徐村跟进指导工作 6 次，并成功帮
助村里解决了三项环境改造方面的难
题。

在东阳法院的帮助下，如今的学
研徐村已经与以往产生了巨大变化。
学研徐村对照美丽乡村建设标准，排
好了工作计划表，做好“洁化、绿化、序
化、美化”各项工作，让村民切实感受
到美丽乡村的建设成果。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法院给我们
的帮助，现在我们村里环境也好了，年
轻人也都愿意回来了，生活也越来越
滋润。我感觉自己好幸福哦！”说起东
阳法院给村子带来的帮助和变化，学
研徐村村民徐洪亮满脸笑容。

“生态宜居之城”的守护盾牌

“中国建筑之乡”的服务中心
法官人均结案数897.8件，这个数字

看似夸张，却是全国首家建筑业巡回法
庭——东阳法院建筑业巡回法庭的法官
们工作的真实反馈。

东阳素有“建筑之乡”的美誉，2017
年，东阳全市完成建筑业总产值2572亿
元，连续九年蝉联全国县级市首位。但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作为东阳市支
柱产业的建筑业领域矛盾纠纷也激增，
法律风险日益增大。

2014年至2016年，东阳法院受理的
涉建筑企业民商事案件分别为 672 件、

944 件和 1204 件，案件审理形势格外严
峻。“涉建筑企业的新类型纠纷逐渐增
多，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同时，纠纷诉
求内容也呈现更加多样化的态势。”东阳
法院院长鲍大兵介绍。

为此，东阳法院积极探索维护建筑
企业合法权益的新举措，促进建筑行业
健康发展。2017 年 1月，全国首家建筑
业巡回法庭在东阳法院挂牌成立。

“建筑业巡回法庭专门审理、执行涉
建筑企业民商事案件，通过走专业审判的
道路，提高法官在涉建筑企业案件审理中

的专业化水平，提升涉建筑企业案件的
审判质量，探索依法维护建筑业领域和
谐稳定的新机制。”建筑业巡回法庭庭
长徐文龙介绍。

“我宣誓：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
于宪法和法律，忠实履行法官职责，恪
守法官职业道德……”2017年 6月 16
日上午，建筑业巡回法庭工作人员的
现场宣誓，标志着全国首家建筑业巡
回法庭正式入驻东阳市建筑业“店小
二”服务中心。目前，建筑业巡回法庭
工作人员达13人，涉建筑企业民商事
案件均可在建筑业“店小二”服务中心
立案、审判和执行，所有流程实现“一
站式”。

同时，巡回法庭还指导建筑业主
管部门或调解组织进行诉前调解，把
矛盾化解在第一线。自成立以来，建
筑业巡回法庭收案2709件，结案2601
件。

为进一步发挥好人民法院职能作
用，为东阳市打造“工匠之乡，建筑圣
地”营造更加良好的法治环境，2018
年4月，东阳法院结合工作实际，出台
了《关于依法保障和促进我市建筑行
业发展的十点意见》，从完善强制执行
措施、规范财产保全程序、依法惩处犯
罪行为、加大涉企帮扶力度等方面提
出实施意见。该意见得到金华市副市
长、东阳市委书记黄敏的批示肯定。

盛方奇 制图

“东方好莱坞”的法治导演

为适应时代发展需求，东阳法院着力提高司法
保护影视企业知识产权的能力，建设了一支素质过
硬的专业知识产权法官队伍。2017年以来审理涉影
视企业被侵权纠纷案23件，调解结案17件，自动
履行率达100%，到位标的额达65万元，有效地维
护了影视企业的合法权益

东阳法院积极探索维护建筑企业合法权益的新
举措，促进建筑行业健康发展，于2017年1月挂牌
成立全国首家建筑业巡回法庭。目前已收案 2709
件，结案2601件，人均结案数897.8件

“中国建筑之乡”的服务中心

东阳法院围绕保护生态环境这一重要主题，认
真履职，采取了多种创新的举措。2017年助力环保
部门依法行政、审结强制执行污染环境案件37件，
三年来共审结污染环境罪刑事案件10件12人

“生态宜居之城”的守护盾牌

“中国十大名村”的无讼社区

东阳法院南马法庭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化解矛盾
纠纷的新途径，以花园村为试点，开展了“无讼社
区”创建工作。2016年至今花园村共发生纠纷159
件，通过各类调解组织化解矛盾纠纷达126件，营
造了“一般纠纷不出村，重大矛盾不上交”的“无
讼”环境

张进锋：本院受理的彭环娇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依照法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粤1621民初929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主文为：准予原告彭环娇与被告张进锋离婚。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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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紫金县人民法院

张金金、于海、张天龙：本院受理原告任丽娜诉被告张金金、
于海、张天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黑0602民初4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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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

武汉星合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四川百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星信捷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7）鄂民初54号原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益州大道支行与被告襄阳雅可
商务区开发有限公司、被告武汉星合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被告四
川百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被告上海星信捷投资有限公司、被告
刘晓星、被告谭守盛、被告湖北南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被告武
汉东合置业有限公司、被告湖北盛飞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鄂民初字54之
三号民事裁定书、（2017）鄂民初字 54 之四号民事裁定书、
（2017）鄂民初字54之五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
视为送达。公告期间不停止本案执行。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沈斌：本院受理原告何茂龙诉被告沈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苏0509民初
12579号民事判决书。你应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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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蒋晨虹、钱云娟、江苏虹腾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徐满红与蒋晨
虹、钱云娟、江苏虹腾食品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7)苏民申2899号民事裁定书：本案由本院提审。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崔用天：本院受理原告付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新宾民一初字第0040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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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印发
生法律效力。 [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赵军帅：本院受理原告牛治彬与被告赵军帅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外出住址不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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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1004民初9363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赵军帅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
内归还原告牛治彬借款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按本金30000元
按月利率2%自2017年4月3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0元，由被告赵军帅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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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
诉期满之日起7日内，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
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州
市财政局，开户银行：台州市农行，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 [浙江]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万纳托实业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1
张，票号为30900053/28279173，面额为772 000元，出票人为永
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兴业银行长沙分行，收款人深
圳市万纳托实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7年10月30日，汇票
到期日为2018年4月30日。申请人为最后持票人。申请人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的行为无效。 [湖南]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万纳托实业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1
张，票号为 30900053/26373905，面额为 18 000 元，出票人为永
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兴业银行长沙分行，收款人深
圳市万纳托实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7年10月19日，汇票
到期日为2018年4月19日。申请人为最后持票人。申请人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的行为无效。 [湖南]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佛山市顺德区宏海货运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1日
（4月10日补正）向本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申请
人称：申请人是“顺宏海1188”轮登记的船舶所有人，该轮总吨
1580，船舶运行航线为珠三角洲各市所属至香港、澳门航线。
2017年8月23日，因台风“天鸽”及风暴潮增水的影响，申请人佛
山市顺德区宏海货运有限公司的“顺宏海1188”轮与茂名市华海
航运有限公司的“华海368”轮、连云港金旭船务有限公司的“水平
7”轮、惠州市泰华航运有限公司的“泰华航8668”轮在磨刀门水道
竹排沙尾及联石湾水闸对开水域发生走锚、锚链断裂、失控漂移
和船舶碰撞，其中四艘船舶失控、相互压碰勾连在一起，漂移至上
游约2公里处的利害关系人广东西部沿海高速公路珠海段有限公
司所属的磨刀门大桥，与大桥桥墩发生碰撞，导致磨刀门大桥以
及上述船舶受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
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事赔偿
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10】11号）第二十
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申请人请求对本次事故可能引起的所有
非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在本院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基金
数额为173，680特别提款权以及该款项自2017年8月23日起至
基金设立之日止的利息。本院已依法受理了申请人的申请，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凡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对
申请人佛山市顺德区宏海货运有限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
限制基金有异议的，应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次日起30日内向本
院提出书面异议；但经本院书面通知的，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7日
内提出书面异议。二、债权人应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次日起60
日内就本次事故产生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

七条规定的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的海事请求，向本院申请债权登
记；债权人对申请人申请设立基金有异议的，也应在该期间内申
请债权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债权。联系人：谭学文；联系
电话：020-34063816；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863
号。 [广东]广州海事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海邦达船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30日向
本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申请人称：2017年8月23
日，因台风“天鸽”，申请人所属“海邦达 138”轮被它船挤压走
锚，船尾触碰广州打捞局新会抢险打捞基地码头一处。“海邦达
138”轮准予航行沿海航区作一般干货船用，总吨2403，按交通
部《关于不满300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
限额》的规定，该轮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金额为242，400.50特别
提款权。本院已依法受理了申请人的申请，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一、凡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利害关系，对申请人深圳市海
邦达船务有限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有异议的，
应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次日起30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
但经本院书面通知的，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7日内提出书面异
议。二、债权人应自最后一次公告发布之次日起60日内就本次
事故产生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
可以限制赔偿责任的海事请求，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债权人对
申请人申请设立基金有异议的，也应在该期间内申请债权登记。
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债权。联系人：田昌琦，电话：022-
34063857，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863号广州海事法院海事
庭。 [广东]广州海事法院

广西宾阳县华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
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对华晟
公司的资产和职工债权进行了前期调查，现予以公示(详见本公
告日张贴在广西宾阳县力沃?幸福里原售楼部外墙面的《广西宾
阳县华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产及职工债权公示》，同时小区
物业管理处备有相同内容的公示册）。请利害关系人包括债务
人、债权人及其他权益人（包括购房业主）见此公告后及时到公
示地核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于公告日起
15日内向管理人提出，逾期不提出异议，管理人则对相关资产
和职工债权予以确认。 [广西]宾阳县人民法院

广西宾阳县力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

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对力沃公司的
资产和职工债权进行了前期调查，现予以公示(详见本公告日张贴在广
西宾阳县力沃广场原售楼部外墙面的《广西宾阳县力沃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资产及职工债权公示》，同时小区物业管理处备有相同内容的公
示册）。请利害关系人包括债务人、债权人及其他权益人（包括购房业
主）见此公告后及时到公示地核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应提供相关证
明材料于公告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提出，逾期不提出异议，管理人则
对相关资产和职工债权予以确认。 [广西]宾阳县人民法院

王志成、湖北骄阳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华诉
你们及罗卫群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马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北]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王志成、湖北骄阳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华诉你们及
罗卫群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马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邓汉良：本院受理郭钦均和罗建春、罗建军诉你追索劳动报酬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特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察雅县人民法院
（2018）藏0325民初19号、（2018）藏0325民初22号两起案件的起
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科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藏]察雅县人民法院

结婚证2本，持证人：陈水金、柯然桓，发证机关：福州市民政局，
发证日期：2014年6月19日，结婚证字号：J350100-2014-001435，因
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福建]长乐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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