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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盘面
数字
581 万
我国健康扶贫取得积极进展。
目前，
全国已有 581 万因病致贫返贫
户实现脱贫，进度与全国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整体脱贫进度基本同步。

36.5 万人
截至 2017 年底，我国执业律师
人数已逾 36.5 万人，其中党员律师
超过 11.7 万人。

7000 万元
今年 7 月 1 日是上海实施境外
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三周年的日
子。资料显示，三年来，上海累计为
4.8 万余名境外旅客开具 4.9 万份退
税申请单，办理退税 7000 万元，退
税物品销售额达 6.5 亿元。

31.3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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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 亿立方米
截至 6 月 30 日，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首次向北方大规模生态补水任
务全面完成，累计向北方补水 8.68
亿立方米。

人物
暴常青
据河北省纪委监委消息，河北
省林业厅原副巡视员暴常青严重违
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
题及所涉财物移送省人民检察院依
法审查、提起公诉。
经河北省纪委监委调查，暴常
青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
违反组织纪律，不如实报告个人有
关事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
职务晋升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索
取、收受财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涉嫌贪污犯罪，
为他人和相关企业谋取利益并索
取、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河北省纪委监委通报称，暴常
青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垮
塌，宗旨意识淡薄，私欲膨胀，以
权谋私，贪得无厌，严重违反党的
纪律，并涉嫌违法犯罪。依据有关
规定，经省纪委监委会议研究并报
省委批准，决定给予暴常青开除党
籍处分，取消其退休待遇；将其涉
嫌犯罪问题及所涉财物移送省人民
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
另据通报，秦皇岛市抚宁区委
原书记吕宝全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
党籍和公职。

声音
打击医托诈骗“重托轻医”既
难以治标，更无法治本。没有了医
疗机构的主导与参与，医托只会是
无源之水。由此而论，打击医托背
后的医疗机构及其违法人员，比单
纯惩戒医托更为重要。为此，应改
变时下分段治理和环节打击的短
板，尽快建立整体联动的治理体
系，比如做好行政与司法的衔接，
让违法犯罪者付出行政、刑事和民
事的多重代价，让医疗机构和从业
人员必须做到令行禁止，敬畏规
则，恪守底线。
——人民网

藤县 太平法庭携族佬创太平
太平人民法庭坐落于广西壮族自
治区藤县太平镇，
系广西法院系统“十
佳人民法庭”，管辖太平、古龙、平福、
东荣、大黎、宁康 6 个乡镇，83 个村民
委员会和 10 个社区居民委员会，辖区
面积 1437.96 平方公里，
人口 31 万。
太平法庭现有员额法官、法官助
理、书记员以及法警共 11 人，近年来
积极搭建为民司法“大舞台”，坚持服
务大局不动摇，
公正司法不松劲，
维护
民生不懈怠，为辖区的和谐稳定提供
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得到了群众的
充分肯定。

维护民生 为平安建设加瓦

“款项清单是你自己书写的，
你有
证据证实已支付 3 万元八角油货款给
我吗？”
庭审中，
原告祝某情绪激动。
“我怎么没有给你？按照我们多
年的交易习惯，我在清单上写明时间
及款项就代表我已于那天付钱给你
了。”
被告李某愤愤不平。
太平法庭管辖的古龙镇八角种植
历史悠久，素有“中国八角之乡”的美
誉，八角的种植面积 15 万亩，产量可
达 5500 万斤，是桂东南最大的八角产
销集散地。因古龙镇的八角产量高，
且以颗粒饱满、色泽鲜红、香味醇厚而
著称，深受各地经销商青睐。
被告李某就是慕名而来的，多年
来，他一直从祝某处购买八角油，
每次
交易均没有订立书面合同，而是按照
双方的交易习惯来进行。然而今年 2
月，双方却因一笔 3 万元的货款是否
支付产生矛盾，
最终闹上法庭。
“李某，
祝某对你所列清单关于已
支付现金 3 万元事实有异议，按照‘谁
主张谁举证’原则，
你依法应对此事实
承担举证责任。
”太平法庭副庭长温雪
燕向李某解释道。
“都怪我当时没有叫原告签名确
认，是我粗心大意了。
”面对败诉结果，
李某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主动履行

太平人民法庭的法官勘验现场，解决道路通行纠纷。
了义务。
温雪燕介绍说，针对古龙镇从事
八角交易人数较多、交易环节不够规
范、容易引起纠纷等情况，
太平法庭将
雇员采摘八角而产生的追索劳动报酬
纠纷、提供劳务致伤纠纷、因八角运输
而产生的通行纠纷等有关案例，通过
巡回开庭、以案说法以及发放宣传画
册等方式，到古龙镇八角交易市场进
行宣传，一年来发放宣传资料 3000 多
份，
提供咨询服务 500 多人次。
“2017 年以来，太平法庭受理的
与八角产业有关的纠纷已经大幅度减
少，
有些类型的纠纷基本杜绝，
我也轻
松了不少。
”从事立案工作的法官助理
韦逢秋说道。

借力
“族佬”为邻里和谐添砖
“你凭什么堵塞我房屋门前的排

2018 年 5 月，由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与金东区人民法院自主研发的
“类案大数据分析平台”
荣获国家版权局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该软件可以运用大数据平台自由
生成各类数据分析和调研报告，依托大
数据破解公正与效率的难题，为法院内
部业务管理、审判资源配置、领导管理决
策提供有力的数据依据。”
金华中院审管
办软件研发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2017 年以来，金华中院、金
东法院依托浙江法院司法数据、现代人
工智能，着手研发“类案分析平台”，
以人
工智能技术支持司法审判，积累具有智
能审判能力的算法和模型，并在该技术
领域实现有效突破。
该平台依据服务功能的差异，设置
了审判管理、司法态势研判、行为画像、
司法调研、文书生成等五大模块。

全样本研究 数据覆盖更广泛
点击平台中危险驾驶选项，全浙江
法院审理的 104492 件危险驾驶罪案件
裁判文书就全部出现在屏幕上。

韦逢秋 摄

水沟？”
“不堵塞？你没看到我家就快成
水塘了么？”
“别以为我怕你，
你再嚣张我就叫
人砸了你房子！
”
……
去年 5 月，太平镇某村的黄某森
与黄某中因为相邻排水纠纷大打出
手，
最终闹上法庭。
太平镇因地理位置特殊，姓族观
念强，民风彪悍，矛盾纠纷多，是藤县
社会治安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之一。
面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案件承
办人、太平法庭庭长黄东耐心做双方
的思想工作，
劝导双方以和为贵，
没必
要作出伤害同族兄弟的事情来，然而
多次调解均以失败告终。
最终，法院判决由黄某森自行埋
设涵管，
所需材料费及人工成本由原、
被告双方平均分担。

在纠纷现场，黄东将判决书送交
到双方手中，
并邀请该村的“族佬”
（姓
族威望最高的长者）、村支书黄自永参
与释法。
“谁对谁错，
判决书已经说得明明
白白了，
你们还想怎样，
难道还想闹到
市中院？同族兄弟互相告状，我们族
人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
黄自永毫不
客气地“教训”
黄某森、黄某中。
最终原、被告双方主动履行了判
决义务。
“辖区各村的支书或主任大部分
都是该村的‘族佬’，同时也是我们法
院的诉讼联络人，
他们威望高，
熟悉民
情，
基层工作经验丰富，
是我们工作的
好帮手。2017 年，我们庭结案 247 件，
案件服判息诉率高达 97.6%，除了我
们做好判后答疑工作外，
‘ 族佬’们也
功不可没。
”太平法庭法官助理韦建忠
介绍道。

“买年货还有孩子读书的生活费终
于有着落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2017
年春节前夕，拿到 1 万多块血汗钱的蒙
某对太平法庭法官感谢连连。
2016 年 8 月，太平镇某木业公司因
经营不善而被迫停工，40 多名员工被
拖欠 20 多万元工资。多方求助无果，
他们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到太平法庭求
助。
“原以为就算判下来也执行不了，
毕
竟公司已经没有什么财产可供执行了。
谁知法官竟然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
喜！
”
蒙某说。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韦建忠一边
稳定员工的情绪，一边联系木业公司的
负责人，
要求其立即到法庭进行调解。
“公司的困境只是暂时的，
希望你们
体谅公司的难处，同心协力助公司渡过
难关。另外，员工的血汗钱无论如何也
不能拖欠，
这是原则问题。”
调解中，
承办
法官决定采取“放水养鱼”
的办法让双方
“共赢”
。
最终在法官的调解下，公司分期支
付员工被拖欠的工资，公司也经过重整
后得以继续营业。
“满意，非常满意！”2017 年第四季
度，接到 0771-12340 自治区民调中心电
话的蒙某为藤县政法队伍点赞。
2017 年 11 月 2 日 ，占 地 3382 平 方
米，集立案、审判、接待、信访、调解等各
种功能于一体的太平法庭新审判业务办
公用房投入使用。
“太平镇系全国城镇化建设示范镇，
也是广西十大重镇之一，是藤县北部经
济、物流、文化交流中心，矛盾纠纷较
多。我县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由全区末
位升至第 14 名，人民法庭干警功不可
没。希望法庭干警站在新的起点，一如
既往地维护好民生，为平安藤县建设添
砖加瓦。”在揭牌仪式上 ，藤 县 县 委 常
委、政法委书记莫德锦叮嘱道。

金华 人工智能大数据助力审判

□ 本报记者 余建华
本报通讯员 苏 祺 樊一鸣

“我们摒弃了目前普遍使用的随机
抽样的研究方法，
采用全样本研究，
确保
研究成果的科学性。
”
依托全样本大数据，平台还开发了
“犯罪地图”功能。只要轻轻一点，就可
以直观地看到全省各地的犯罪发生数，
详细到每一条街道。
“犯罪地图功能对公安机关警力分
配具有很强的参考意见。此外，点击案
件发生地就可以看到该案件完整的裁判
文书。比如之前我们就曾发现某地因警
力配备不足而导致犯罪案件频发，及时
作出了预警。
”

引入 NLP 技术 数据分析更
智能
NLP 技术又称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该技术的关键在于让计算机“理解”
自然
语言。
目前，审判系统的大数据分析大多
是依靠人工输入关键词，再由电脑进行
大数据检索。而金华中院的类案分析平
台则通过 NLP 技术让计算机能够对裁
判文书进行“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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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如不服本裁定，你可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递交复议 公司邯郸天铁支行申请执行邯郸仲裁委员会于 2017 年 10 月 19
申请书，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逾期不复议 日作出的（2017）邯仲裁字第 0040 号裁决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冀 04 执 266 号执行通知
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石英男：本院受理的白平变更申请执行人一案中，本院经审 书、报告财产令、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查作出（2018）京 0105 执异 516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本院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
（2014）朝执字第 03813 号案中，申请执行人变更为白平。因其他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京 0105 执异 依法强制执行。

送达执行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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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症下药 为八角产业护航

近年来陕西省重点整治黄河、
渭河、汉江、丹江等河流周边区域的
农村环境。截至目前，已累计投资
31.39 亿元，农村村容村貌得到明显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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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样的内容，
不同人会有不同
的表达方式，通过 NLP 技术的运用，我
们的平台可以准确地抓取不同法官在裁
判文书中对于相同或相似行为的表达。”
通过对自然语言的处理，在数据库
中可以形成不同法官对于类似案件的不
同审理观点，为大数据分析提供有力的
素材积累。

画像的构建和类案裁判标准的形成为
制定法律、法规、规范性件提供有力的
现实支撑，也可为相关学科（如犯罪
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积累研究素
材。

建构类案裁判标准 数据分析
更精准

“打个比方，
夫妻双方争夺孩子的
抚养权。他们可以在起诉前进入我们
的系统上传证据材料。人工智能会自
动根据他们的财产状况、生活情况的
那个因素给出一个预估的败诉率。有
了一个心理预期，当事人更容易接受
调解。
”
该系统将审判专家裁判思路转化
为程序语言，
以案件采集信息为原料，
借助类案裁判标准库，构建审判专家
系统。通过人工智能模拟、拓展资深
审判员思维方式对特定案件作出裁
判。
项目一期已经实现危险驾驶犯
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农村村民非法
占用土地建住宅非诉执行等三类案件

还以危险驾驶罪为例，
在平台中，
可
以清晰地看到对全省所有案例中不同酒
精浓度所对应的刑期、罚金。
研发团队基于既判力，实现类案中
当事人行为画像、争议焦点及处置、适用
法律条文的类型化，建构类案裁判标准
库。
通过全面记录具体犯罪人行为特
征，实现同一罪名犯罪人行为模式类型
化；
详细记录民、商事活动当事人行为画
像。
“模型构建以后，
可以形成类案的裁
判标准，给法官提供参考。”当事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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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振刚、王丽芳、邯郸市乾亿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
执行人张淑清与被执行人许振刚、王丽芳、邯郸市乾亿担保有限
公司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申请执行本院（2016）冀 0403
民初 4830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于 2018 年 5 月 29 日依法委托邯郸
市金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王丽芳名下位于邯郸
县雪驰路 108 号春风小区 4-2-1202 号房产（建筑面积 97.54 平
方米）及丛台区滏东北大街 245 号滏东写字楼 2206 号房产（建筑
面积 115.46 平方米）进行评估，2018 年 6 月 25 日已作出冀邯金房
价字[2018]第 043、044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评估市场价值分别为
RMB858352、RMB981410 元，本估价报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
拍卖。
[河北]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庞天龙：
保定市北市区业兴工程设备租赁站与庞天龙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
本院2017年10月17日作出的（2017）冀0606民初262号民事判
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申请执行人保定市北市区业兴工程设备租赁站向
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本院于2018年5月1日立案执行。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冀0606执583号执行通知书、
失信被执行人风险提示书、
财
产报告令、
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执行通知书等
文书，
逾期视为送达。
[河北]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
樊艳杰：
保定市北市区业兴工程设备租赁站与樊艳杰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
本院2017年10月16日作出的（2017）冀0606民初1485号民事
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申请执行人保定市北市区业兴工程设备租赁站
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本院于2018年5月1日立案执行。
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冀0606执584号执行通知书、
失信被执行人风险提示书、
财产报告令、
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执行通知书
等文书，
逾期视为送达。
[河北]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
赵红敏：本院执行的张桂红与你民间借款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冀 0104 执 1617 号执行
通知书及财产报告财产令，责令你按照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本

推进 AI 技术运用 电脑也能
审案

院（2017）冀 0104 民初 543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向申请人执
行人履行义务，并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
产情况，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牛红霞：
中鑫之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新乡分公司申请执行你维修合
同一案，
本院于2016年12月8日作出的（2016）豫0703民初1208号民事
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权利人中鑫之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新乡分公司于
2017年10月16日向本院申请执行，
本院已立案受理。
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7）豫0703执752号执行通知书、
财产报告令、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风险告知书、
（2017）豫0703执752号执行裁定书（拍卖）。
令你自公告送达
之日起3日内履行执行通知书及执行裁定书所确定的义务。
如逾期拒不履
行，
本院将依法对你强制执行，
评估拍卖牛红霞名下所有的车牌号为豫
GHF740的车辆，
所产生的评估费、
公告费及执行费等费用由你承担。
自公
告送达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 [河南]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
蔡超凡：本院受理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李臻譞申请执行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02 执
1406 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该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载明，
责令你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 3 日内履行本院（2017）豫 0102 民初
4646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未按执行通知书履行的，应在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3 日内向本院报告之前一年的财产情况，逾期
不报告或虚假报告，本院将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张宏楠、
聂成龙、
曾祥林、
李春晓、
黑龙江小铃铛网络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哈尔滨铃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本院已受理郝珊锋申请执行张宏楠、
聂成龙、
曾祥林、
李春晓、
黑龙江小铃铛网络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哈尔滨铃云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聂成龙公告送达本院（2017）黑0403
执 640 号随机选择评估拍卖机构通知书。对聂成龙名下手机号
15111777777予以评估、
拍卖。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为送达。
限你
们于公告送达后30日内将该手机号码交付法院供法院评估拍卖，
在送达后
45日内来本院参与选定评估机构，
逾期不参与选定评估机构的，
本院将依法
选定评估机构将该房产予以评估。
限你们于公告送达后90日内来本院领取
评估报告及参与网拍，
逾期不领取评估报告并不参与网拍的，
本院将依法将
该手机号码予以拍卖。
[黑龙江]鹤岗市工农区人民法院
赵越：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蔡金凤与你生命权、健康权、
身体权纠纷一案，据以执行的(2018)黑 0113 民初 1288 号民事判
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双城区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自

裁判文书自动生成功能。且文书质量
完全能够达到最高院样式要求，行文
准确规范、法条适用准确。
“通过该系统，
已经初步能够实现
庭审结束即可签发裁判文书的要求。
随着后期研发案由的不断扩充，项目
在实现法院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智能
化方面将取得长足进步。”
金华中院审
管办主任吴艳萍说。
据了解，
鉴于裁判文书类型复杂，
金华中院将遵循由简入繁总体规划分
步实施的路径。项目一期研发危险驾
驶犯罪（刑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民
事）、农村村民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非
诉执行（行政）三类案件的分析平台。
二期规划研发贪污受贿、民间借贷、行
政赔偿等案件类案分析平台。后期逐
步由四级案由拓展至三级、二级、一级
案由，计划在五年内建构全案由分析
平台。
“我们要让老百姓感受到司法服
务非常便利，通过现代科技来破解案
多人少。”金华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
长宋耿金说。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5 日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黑龙江]双城市人民法院
刘殿权：
申请执行人唐瑞奇申请执行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2016）
黑0104民初1832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已依法受理。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黑0104执271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
限制消费令。
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内，
自动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自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3日内，
向本院报告财产，
如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
本院将予
以罚款、
拘留。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送达破产文书
本院根据邹平县长山型材有限公司、山东齐瑞铝锻件有限公司申
请，于2018年6月20日裁定受理两公司重整，即(2018)鲁1626破1号、2
号案，并指定邹平县长山型材有限公司清算组、山东齐瑞铝锻件有限公
司清算组为管理人。邹平县长山型材有限公司、山东齐瑞铝锻件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至2018年8月10日17时向管理人书面
申报债权（地址：山东省邹平县长山镇工业园邹平县长山型材有限公司
办 公 楼 三 楼 ；邮 政 编 码 ：256206；联 系 电 话 ：0543- 4816598、
13561505515张律师、18554397666杨律师、18266595879戚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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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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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
平县长山型材有限公司、山东齐瑞铝锻件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8年8月23日上午9时在邹平县雪花山大酒店星瀚厅（地址：邹平县
西董街道办事处，联系电话：0543-4560999、4550000，可设分会场)召
开, 债权人依法申报债权后，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出席会议的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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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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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证件及其与债权人的身份关系证明，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
师执业证及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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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证件及其与债权人的亲属关系证明，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
律师执业证及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山东]邹平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