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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尤其是政法思想为法院工作提供
了遵循和指引，特别是坚持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打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农村
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
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辖区乡
村面积广、农村人口多、案件基本发
生在农村的中基层法院找到了工作的
着力点。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的十九
大报告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
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乡村治理体系”。今年，是毛泽东同
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 周
年，也是习近平同志指示坚持发展

“枫桥经验”15周年。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发扬“党政动手，依靠群众，
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
进发展”的新枫桥经验，是加强基层
治理的关键所在。

中基层法院加强基层基础工作，
就是要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坚持重心
下移、力量下沉，坚持弘扬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新时代“枫桥经
验”精髓，加强源头治理，确保“小
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
交，就地化解”，配合基层将矛盾化
解在诉前、处理在萌芽，努力从源头
上减少或控制法院收案，努力减少上
诉、申诉申请再审、信访案件，实现
案结事了人和，闯出法院跨越式发展
促和谐保稳定的新路子，努力实现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的目标。
一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

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新格局。新时
代“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就是为了
群众、依靠群众。人民法院要以人民
群众对公平、公正、公开、安全等新
需要为导向，发放社情民意卡，主动
听取和了解社情民意，加大送法下
乡、以案释法和法治宣传力度，推进
司法公开，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帮助他们办实事，解难事，让人
民群众更加了解、理解和支持法院工
作。高手在民间。要紧紧依靠人民，
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与德高望重的
乡贤、基层党员干部、人民调解员、
人民陪审员、特邀调解员交朋友，扩
大朋友圈，汇聚定分止争正能量。坚
持网上网下、脚板与鼠标相结合，帮
助村民制定村规民约，让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和民事刑事典型案例进乡村
进社区，把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把道
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写进村规民约，鼓
励矛盾纠纷由村委会、村民小组按村
规民约组织调解。法院要加强对基层
调解组织的业务指导，注重法律导向
和效果导向，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
庭外。

二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推动落实
党政第一职责。加强基层社会治理，

是党委政府的主责主业，基层党委政
府要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中基
层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要争取党委领
导政府支持，加强统筹协调和组织领
导，构建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的漏
斗机制，建机制、搭平台、强队伍、
重奖惩，确保群众困难第一时间有人
理，矛盾纠纷第一时间有人管，避免
小事拖大，甚至酿成流血冲突或信访
老案，给地方党委政府综治维稳信访
造成压力。不提倡村民之间、邻里之
间、亲属之间、朋友之间、同学同事
之间因一些小的矛盾纠纷直接到法
院，要强化乡镇党委领导的矛盾纠纷
调处中心或综治维稳中心的职能作
用，让大量的矛盾纠纷在调处中心调
解解决，做到彻底解决纠纷、化解矛
盾、修复关系。

三是要坚持积极主动参与，构建
逆向考核机制。基层法院特别是人民
法庭要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坚持力量下沉，把矛盾化解在诉前，
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促进基层长
治久安。过去我们对人民法庭的考核
主要是看案件数量和调撤率，认为哪

个法庭办理的案件越多，工作任务越
繁重，就表彰这样的法庭。殊不知，
随着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大量案件涌
进法院，法官不堪重负。案件进入法
院，矛盾纠纷就进一步升级，调解难
度就进一步加大，执行信访风险就进
一步增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矛
盾纠纷势必逐年增加，如果大量的矛
盾纠纷在基层治理中得到多元化解，
少量的矛盾纠纷进入诉讼，这就是一
个良好的格局，相反大量的矛盾纠纷
都涌入到法院，只有少量矛盾纠纷在
基层治理中得到多元化解，那就是不
正常的现象，那说明我们的基层治理
出了问题。若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村
民委员会、乡镇调处中心、人民调解
委员会、行业协会等调解组织，则人
际关系就会和谐，社会治安就会稳
定，诉讼案件就会下降或上升幅度就
会减小，上诉案件、执行案件和信访
案件也必将大幅下降。因此，我们应
当改变对人民法庭的考核机制，以人
民法庭案件逆向增长为考核参考，主
要考核人民法庭案件同比负增长率、
同比慢增长率、司法确认案件率、调
撤率等指标，引导人民法庭转变工作
方法，主动参与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中去，加大对基层调解组织的指导力
度，争取走出了一条人民法院维护公
平正义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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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解矛盾纠纷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袁学红

中基层法院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就是要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努力从源头
上减少或控制法院收案，闯出法院跨越式发展促和谐保稳定的新路子，努力
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

发挥张文中案改判的司法保护产权示范效应
刘武俊

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原审
被告人张文中诈骗、单位行贿、挪用
资金再审一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
决，改判张文中无罪。同时，改判同
案原审被告人张伟春、同案原审被告
单位物美集团无罪。张文中案件的改
判，是人民法院落实党中央产权保护
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政策的一个

“标杆”案件，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依
法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经济产权、保
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政策精神，体现了
人民法院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依
法治国战略，有错必纠，有错必改，
依法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和财产
权，依法保障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财
产权和其他合法权利，将进一步增强
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财富安全感，使
广大企业家能够安心经营、放心投
资、专心创业。

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
坚持有错必纠，是党中央完善产权保
护制度的重大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依法保护产权
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坚如磐石般的决
心，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依法保护
企业家创新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对涉产权案件坚持有错必纠，是
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和中央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依法保护产权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举
措，是推进依法治国、回应社会关切
的具体体现。

中央关于产权保护的意见指出，
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

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
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
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
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
争、同等受法律保护、共同履行社会
责任。”同时，要坚决消除影响民营
企业生存发展的政策、法律和体制性
障碍，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
民营经济发展，努力营造公平、公
正、透明、稳定的营商环境，进一步
增强民营经济的活力，充分发挥民营
企业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作
用，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从法律程序上，涉产权案件的复
查再审应当依法进行，经过严格的法
律程序，依法作出经得起法律和历史
检验的法律决定。历史形成的产权案
件往往时间跨度较长、形成原因复
杂，需要司法机关在审理中尊重历
史、实事求是，以发展的眼光客观看
待和依法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
特别是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
不规范问题，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
法律为准绳，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
往、罪刑法定、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
从轻等原则，严格依法审理，公正裁
判，对确有错误的裁判，坚决依法予

以纠正。
我们要深刻吸取张文中案件的教

训，要严格贯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
为准绳的法治原则，依法独立公正行使
审判权；要严格贯彻罪刑法定、法不溯
及既往等原则，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
为犯罪的行为，不得认定有罪和处以刑
罚，也不能将一般的违规行为当作犯罪
处理；要严格贯彻证据裁判、疑罪从无
原则，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必须
有充分确实的证据支持，定罪证据不足
的要依法宣告无罪；要准确理解国家政
策的精神，把握政策的发展变化，防止
用过去的政策衡量行为发生时的企业经
营活动。

依法妥善处理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类
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
不规范问题，是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重
要内容。从执法、司法机关来说，对于
这些不规范行为，要严格区分罪与非罪
的界限，对于一般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以
采取行政处罚、经济处罚、民事赔偿等
等方式妥善处理，但是不能把一般的违
法、违规行为当作刑事犯罪来处理。人
民法院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
防线，要坚持“罪刑法定”“证据裁
判”“疑罪从无”“法不溯及既往”等原

则，对于罪与非罪界限不清，或者定罪
证据不足的，应当依法宣告无罪。

对于涉产权案件的审理，司法机关
要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
限、企业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限、
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中涉及
的经济纠纷与恶意侵占国有资产的界
限，准确把握经济违法行为入刑标准，准
确认定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的性质，防
范刑事执法介入经济纠纷。对于法律界
限不明、罪与非罪不清的，司法机关应严
格遵循罪刑法定、疑罪从无、严禁有罪推
定的原则，防止把普通经济纠纷当作犯
罪处理。对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融资
活动中的经济行为，除法律、行政法规明
确禁止外，不以违法犯罪对待。

一沓落实产权保护的文件可能都不
如一个依法保护产权的典型案例。支持
民营企业发展，最主要的是落实保护产
权政策，而落实产权政策，关键是要依
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
件，一个典型案例的影响力可能不亚于
一堆文件，一堆落实保护产权政策可能
不如一个典型案例。

张文中案件的改判，充分彰显了司
法保护产权的示范效应，不仅仅洗刷了
张文中个人及物美集团长期背负在身上
的罪名，也必将进一步增强企业家群体
的人身和财产财富安全感，使广大企业
家能够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
业。一言以蔽之，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产权案件中感受到财产财富
安全感。

张文中案件的改判，充分彰显了司法保护产权的示范效应，不仅仅洗刷
了张文中个人及物美集团长期背负在身上的罪名，也必将进一步增强企业家
群体的人身和财产财富安全感，使广大企业家能够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
心创业。一言以蔽之，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产权案件中感受到财产财富安全感。

决胜执行难决胜执行难决胜执行难决胜执行难
大家谈大家谈

要认真领会“挂图作战”背
后的精神实质，将其落到实处，
以目标倒逼进度、时间倒逼程
序、督查倒逼落实，进而督导
“基本解决执行难”各项目标任
务完成。

今年是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基
本解决执行难”的决战之年。最高人
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在最高人
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视频连线地方法
院，督导检查“基本解决执行难”工
作时指出，“……要紧盯目标不放
松，紧紧扭住不放，实行挂图作战，
倒排时间、明确路线、压实责任”。

“挂图作战”无疑是“基本解决
执行难”有力的助推举措，尤其是对
执行工作来说还是第一次，是扎实推
进执行工作的创举。

挂图作战，顾名思义就是按计
划、按进度、按要求实施的一种作
战方式或工作方式。这种工作方式
的主要目的在于引导法院有计划、
按时限完成各个阶段的任务目标，
从而保障“基本解决执行难”最终
目标的实现。

挂图作战，明确目标与任务。凡
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开展任何一项
工作，没有计划、没有目的，就像无
头的苍蝇，必然难以取得效果。周强
院长指出“挂图作战”，如同看图施
工，通过对目标任务、时间节点的细
化，指引我们什么时候做什么、怎么
做，让每一个执行人员对实现“基本
解决执行难”目标任务的时间表、路
线图了如指掌，做到心中有数，逐项
完成目标与任务。

挂图作战，彰显决心与勇气。坚
定的信念、执着的精神是推动各项事
业发展的力量之源。当前形势下，破
解执行难题既是党中央对法院执行工
作的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殷切希
望，外需挑战严峻形势，内有诸多压
力和困难，没有攻坚克难的决心和勇
气，是不可能完成的。要求将“作战
图”挂起来，按照既定时间表、任务
表开展工作，彰显的正是不达目的不
罢休的勇气和决心。

挂图作战，体现责任与担当。责
任与担当是实现目标必须要有的精
神。当下，有些人没有弄明白“挂图
作战”的精神实质。之所以要求将

“作战图”挂起来，并不是为了装装
样子、充充门面，而是真真切切地展
现出我们对“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
的责任与担当。做到表里如一，将目
标任务的完成视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
重。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每一项工作
举措，都有其调研基础，我们要认真
领会“挂图作战”背后的精神实质，
将其落到实处，针对总的路线、执行
宣传、执行联动、执行指挥中心、财
产变价等各方面，都要制定“作战
图”。只有如此，才能以目标倒逼进
度、时间倒逼程序、督查倒逼落实，
进而督导“基本解决执行难”各项目
标任务完成。

在决战“基本解决执行难”的
冲刺时期，我们要充分发挥奉献精
神、奋斗精神，拿出只争朝夕的拼
劲、勇争一流的干劲，只有这样才
能如期完成目标任务，到达成功的
彼岸。

用好“挂图作战”这一创举
董如易

本院受理张立水申请宣告张立芹死亡一案，于2018年2月
23日发出寻找张立芹的公告，法定公告期间为3个月。现公告期
间已经届满，张立芹仍然下落不明。本院于2018年5月31日依
法作出（2018）京7101民特14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张立芹死亡。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北京铁路运输法院

本院受理李福基申请宣告金翠兰死亡一案，于2017年5月
25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现已届满，金翠兰仍下落不
明。本案已审理终结，并于2018年5月29日依法作出（2017）甘
0102民特23号民事判决书，宣告金翠兰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
决。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月5日受理申请人徐九生申请宣告王锁娣死亡一
案，本院依法发出寻人公告，现公告期已届满，王锁娣仍然下落不明，本
院于2018年5月8日依法作出（2017）甘0402民特2号民事判决书，宣告
王锁娣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甘肃]白银市白银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王桂云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刘滨义死亡一
案，于2017年5月7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现已届满，
刘滨义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并于2018年5月8日依法
作出（2017）吉0104民特20号判决书，宣告刘滨义死亡。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吉林]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胡政文申请宣告胡光保死亡一案，经查：胡光保，男，
1935年8月1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地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马前村
105号，公民身份号码340203193508120217。被申请人胡光保于2017
年6月5日0时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
年。希望胡光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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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2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俊成申请宣告张岩死
亡一案。申请人张俊成称，被申请人张岩系申请人儿子，1972年3月24
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620102197203241118，住兰州市城关区中山
路84号，于2011年8月17日外出走失，至今杳无音讯。下落不明人张
岩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张岩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张
岩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张岩
情况，向本院报告。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2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素素、梁炳耀、梁
景煦、李依、梁景浩申请宣告梁秋波死亡一案。申请人张素素、梁
炳耀、梁景煦、李依、梁景浩称，2018年4月13日凌晨5时50分，粤
茂滨渔46738号渔船在东经111°15′，北纬19°20′海南东部
渔场准备放网作业时，发现该船船员梁秋波失踪。船长杨贵当即
向当地渔委会和渔政等相关部门报告的同时，令粤茂滨渔46738、
46739号渔船沿航线航行寻找梁秋波下落且发动跟帮生产的其他
渔船帮助寻找梁秋波下落未果。下落不明人梁秋波应当自公告之
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
报的，下落不明人梁秋波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梁秋
波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梁秋波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东]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雲星申请宣告李大梅失踪一案，经查：李大梅，
女，1992年9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原籍云南省文山市广南县
曙光乡马堡村草山小组。现户籍地河南省邓州市汲滩镇后寨村
后寨220号，身份证号：53261719920901194X。于2011年10月离
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李大梅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月内报告本院，逾期
则依法判决。 [河南]邓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2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广申请宣告刘
红艳死亡一案。申请人李广称2014年4月25日，被申请人刘红艳
不知什么原因离家出走，至今未予其亲人联系，现已失联4年，经
申请人多方查找均无刘红艳生存线索。下落不明人刘红艳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
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刘红艳将被宣判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刘红艳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刘红艳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依兰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1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美熹申请宣告
王春艳失踪一案，申请人陈美熹与下落不明人王春艳系母女关
系，在2015年7月13日申请人陈美熹的父亲与被申请人办理了
离婚手续，离婚后被申请人王春艳就离开了申请人陈美熹，至今
下落不明已满2年，下落不明人王春艳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
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住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
不明人王春艳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春艳生存现
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王春
艳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拜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志申请宣告王淑彦死亡一案，经查：申请人李志

与被申请人王淑彦系母子关系，申请人李志称，被申请人王淑彦
于1983年起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信，下落不明已满4年。被申
请人王淑彦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
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被申请人王淑彦将被宣告死亡。凡
知悉被申请人王淑彦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
将知,被申请人王淑彦的情况向法院报告。公告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 [黑龙江]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卢玺燃申请宣告李冬颖失踪一案，经查：李冬颖，
女，35岁，黑龙江省望奎县人，住望奎县望奎镇厢红五村于家屯
275号。李冬颖在丈夫卢建去世后于2012年外出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李冬颖本人或知其下落有关人员即日起
与本院联系（0455—6761468）。公告期间3个月，期满本院将依
法判决。 [黑龙江]望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太莲申请宣告夏福群死亡一案，申请人刘太莲
称，夏福群（男，1949 年 8 月 12 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
420103490812041）于2010年10月10日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人夏
福群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
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夏福群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夏福群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
下落不明人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樊文慧、程佩雯、程博文、程怀德、朱新莲申请
宣告程建国死亡一案，经查：程建国，男，1968年12月31日出生，汉
族，原武汉市新洲区财政局职工，系申请人樊文慧之夫，系申请人程
佩雯、程博文之父，系申请人程怀德、朱新莲之子，住武汉市新洲区
邾城街邾城街82-5号，公民身份号420124196812310015，于2005
年9月失踪，至今未归，杳无音讯。现申请人樊文慧、程佩雯、程博文、
程怀德、朱新莲向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程建国死亡，本
院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程建国本人或者知悉程建国下落
的人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年内与本院联系，公告期届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 [湖北]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孟繁鑫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刘成双失踪一案，经查：被
申请人基本情况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
希望被申请人刘成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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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邵阳市双清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桐翠申请宣告裴小菊死亡一案，经查：裴小菊，
女，1989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道县柑子园镇脉地村7组
于2012年2月10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1年。希望裴小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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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道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伍亚申请宣告谭芳芳失踪
一 案 。申 请 人 伍 亚 称 ：其 母 亲 谭 芳 芳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360321198803161024,2008年2离家出走，因多次寻找未果，仍杳无音
讯。下落不明人谭芳芳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具体地址
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下落不明人谭芳芳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
落不明人谭芳芳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谭芳芳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南]耒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蒋海明申请宣告蒋杰芳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基本
情况于2018年6月1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1年。希望蒋杰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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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东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段家莉、段家琪申
请宣告李辉失踪一案。申请人段家莉、段家琪称，2013年7月李
辉离家出走后，从未与家人联系，至今未归也无音讯，下落不明
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李辉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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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秀英申请宣告杜
金如死亡一案。申请人王秀英称，1997年11月5日，被申请人杜
金如在出海捕捞作业过程中，因突遇大风渔船倾覆而失踪，至今
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杜金如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
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杜
金如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杜金如生存现状的人，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杜金如情况，向本
院报告。 [江苏]如东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8日依法受理了申请人夏夫芹提出的宣告下
落不明人夏夫章死亡的申请。申请人夏夫芹申请称：夏夫章自1980年
有病走失，找几年也未找到，2017年母亲生病，同年5月病故，至今夏

夫章都无信息。故申请人依法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宣告夏夫章死亡。下
落不明人夏夫章应当在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
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夏夫章1年内将被宣告死亡。凡知
悉的下落不明人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名人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睢宁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玉彬申请宣告刘玉林死亡一案，经查：刘玉林，男，1955
年2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阜新市太平区水泉镇东水泉村五组5-172
号，于1988年春去阜蒙县购买花生种子，一去未返。现发出寻人公告，希
刘玉林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案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辽宁]阜新市太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2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常真传、孙玉轩申请宣告
常宗江死亡一案，申请人称：常宗江，男，1955年8月11日出生，汉族，原
住山东省日照市海曲东路46号，身份证号码371102195508110514。常
宗江于2006年6月离家出走至今未见踪迹。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常宗江
本人自即日起向本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凡知悉常宗江生存
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本院报告。公告期为1
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山东]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1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尹燕方申请宣告王苗
苗失踪一案。申请人尹燕方称，被申请人王苗苗于2013年6月份离
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满4年。下落不明人王苗苗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
的，下落不明人王苗苗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苗苗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王
苗苗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东]肥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3月12日受理申请人张梅申请宣告刘长振失踪
一案。经查：刘长振，男，汉族，1972年7月5日出生，泰安市岱岳区
粥店办事处堰西村人，身份证号370911197207056014，于2011年5
月4日起，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
希望刘长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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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失踪。 [山东]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2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郑德福申请宣告郑超
死亡一案。申请人郑德福称，其与郑超系父子关系，郑超于2002年
3月18日在家中不明原因失踪。下落不明人郑超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
落不明人郑超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郑超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郑超情况向本
院报告。 [山东]诸城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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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三巡宣判一名原审被告人无罪

⇨⇨上接第一版
在执行现场的楼下，记者发现，一块巨

大的LED屏上，正滚动播放着失信被执行
人的名单信息。而本案的两家被执行人公
司法定代表人的失信信息就公布在这里。

10点30分，大兴法院执行干警到达被
执行人携康长荣医院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的经营地点。该公司拖欠5名工人2017年
工资款21万元，在相关法律文书生效后仍
拒不给付。2018年5月2日，5名工人向大
兴法院申请强制执行。10点50分，执行干
警对被执行人经营地点进行搜查，从公司
保险柜中发现被执行人公章及相关票据。
11 点，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到达公司，法
官依法向其发布限制高消费令并决定对公
司处以10万元罚款。最终，法定代表人被
依法传唤至大兴法院做进一步谈话。

全国人大代表田春艳、伊彤、李勇、李
俊丰、侯湛莹，全国政协委员皮剑龙、郭媛
媛全程参与、见证监督了本次执行活动。

“这次执行直播活动在强调大力执法的同
时，也起到了积极宣传的作用，让全社会公
开透明地见证和监督了法院的执行工作，
让人民群众更为切身地感受到司法过程及
结果的公正，提升了司法公信力，让全社会
都能够理解执行、尊重执行、协助执行和参
与执行。”李勇说。

据了解，去年北京法院共新收执行案
件190956 件，执结188780 件，同比分别增
长 24.9%和 22.3%。全市法院把基本解决
执行难作为“一把手”工程，举全力补短
板、求实效，进一步突出执行工作的强制
性，加强执行规范化与信息化建设，充分
发挥执行联动机制作用，基本解决执行难
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全面推行网络司法
拍卖，成交金额 131.68 亿元。2017 年至
今，依法拘留1499 人次，因涉嫌拒执犯罪
移送公诉 43 人。特别是今年春节期间，
开展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行动，执结涉民
生案件 3000 余件，执行到位金额 9800 余
万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
副院长吉罗洪表示，全市法院将坚决落实
党中央关于切实解决执行难的重大决策
部署，坚决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具体的
工作部署，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克服困难、
扎实工作，坚决如期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
这场硬仗。

⇨⇨上接第一版 但耿万喜并未实施刑法
上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行为，亦无非法
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其具有一定履约能
力，也为履行合同做出努力，且案涉款项
已于案发前返还，滨海县土产果品公司并
未遭受经济损失。原审认定被告人耿万喜
犯诈骗罪的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
当予以纠正。

本案原审于上世纪 80 年代，历经四
级法院审理，最高人民法院曾经指令下级
法院再审。下级法院再审维持后恰逢最高
人民法院在南京设立第三巡回法庭，原审
被告人再次向第三巡回法庭申诉。本案的
再审开庭和当庭宣判，充分体现了人民法
院对事实负责、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
的法治精神，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实事求
是、依法纠错的坚定决心，展现了最高人
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维护法治统一、就
地化解纠纷的司法改革成果，是人民法院
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
经济犯罪的界限，是妥善处理历史老案，
依法保护产权的典型案例。

据了解，自2016年12月28日挂牌成
立至今，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围绕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着力打造开放、
动态、透明、便民的复查再审模式，已立
案审查刑事申诉案件 245 件，审结 205
件；注重人权司法保障，对于冤错案件，
发现一起，查实一起，纠正一起，共启动
再审程序案件7件，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
益；坚持依法纠错和维护裁判权威并重，
共驳回申诉198件，维护正确裁判的既判
力。 （张宽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