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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大义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观点

翻越站台案：安全保障义务有限度
刘 勋 陈晓霞

人民法庭作为基层法院的派出机构，是人民法院的最基层单位，是最直接
接触群众、密切联系党和群众的“桥头堡”，要立足工作实践领悟乡村振兴战略
对人民法庭工作的新需求，从而找准人民法庭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新定位。

乡村振兴背景下人民法庭新定位
袁荷刚

法治时评 ▷▷

“谁执法谁普法”：
让主体责任更明确

黄义涛

广东省梅州市普法办近日开展了
全市首届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履职报告评议活动。在7月15日前对
梅州市4家单位“谁执法谁普法”责
任制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考核评价。笔
者认为，“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的
落实将使普法责任主体职责更明确，
更具有针对性。

长期以来，在普法的问题上，一
些执法机关并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
有的执法机关只强调自身的主体执法
责任，而忽略面向社会普法的责任。
由此，普法常常被看成“虚的”，各
普法主体也常常着眼于完成“规定动
作”。针对这些问题，去年，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
责任制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笔者认为，该意见就是要进一步
将执法机关普法责任细化、实化，在
执法和服务的过程中同步普法、精准
普法。执法主体要面向群众以生动直
观的方式把法理、情理讲清楚，引导管
理对象、服务对象依法依规办事，这既
有利于促进执法机关严格、规范、公
正、文明执法，提高执法公信力，减少
执法中的冲突和对立；也有利于增强普
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强全民法治
观念和法律素养，满足人民群众的法
治需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全面、严格实施“谁执法谁普
法”的普法责任制至少有三个可以预
见的效果。一是普法方式将更加生
动、有效。比如，我们在电视、报纸
上看到法院对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的被
执行人采取扣押财产、拘留等强制手
段的报道时感觉大快人心，这既让

“老赖”们付出法律代价，也让“欠
债还钱、赖是赖不过去”的观念深入
人心。执法的过程也是普法的过程，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就是最好的全民
普法。“谁执法谁普法”将执法与普
法紧密联系在一起，把普法融入执法
的全过程、各环节，哪个机关执法，
就由哪个机关普法；在哪里执法就在
哪里普法；具体的执法方式就是具体
的普法方式。这将使普法由静态普法
变成动态普法，法律由纸上的法变成
现实中的法，并逐步走进群众的心
中。二是普法规模效应将进一步扩
大。实行执法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普法责任制，更加注重发挥执法机关
及其工作人员在全民普法中的作用，
每一个执法机关都积极履行责任进行
普法，将使普法工作由主管部门的

“独唱”，变成各部门的“合唱”，从
而推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分工
负责、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大普
法”格局。三是普法的约束力将不断
强化。实行执法机关“谁执法谁普
法”普法责任制，使执法机关的普法
任务和责任更加明确具体，与该执法
机关执法责任紧紧绑定在一起，便于
检查考核，推动普法由一般口号变成
刚性约束。

总之，“谁执法谁普法”有助于
推动执法机关和公众法治素养的双提
高。也只有通过普法，使得执法机关
与公众的法治素养“双提高”，依法
治国才能得到最好的实践和取得最大
的成效。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
做好普法工作，任重道远，不可能一
蹴而就，关键是要在“健全机制、创
新形式、注重实效”上下足功夫。

4 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
强在河北法院调研时强调，要高度重
视发挥人民法庭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
作用，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大
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治精
神，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把纠纷解
决在萌芽状态，促进法治、德治、自治
有机结合，有效服务和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

人民法庭作为基层法院的派出机
构，是人民法院的最基层单位，是最直
接接触群众、密切联系党和群众的“桥
头堡”，要立足工作实践领悟乡村振兴
战略对人民法庭工作的新需求，找准
人民法庭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新定
位。

一、乡村振兴战略对人民法庭的
新需求

（一）诉讼前：人民法庭应在诉调
对接多元化解机制中发挥司法引领和
保障作用。现阶段，各种矛盾纠纷持续
多发，尤其是法院立案登记制实施以
后，人民法庭的审判压力居高不下，笔
者所在的新乡80%的案件在基层法院
审理，其中近60%的民事案件在人民
法庭审理。因此，必须充分运用好诉调
对接多元化解机制，将部分可能诉至
法院的纠纷在诉前无须进入诉讼程序
就能就地化解，从而做到诉调对接、多
元化解、优势互补。之所以推动诉调对
接，就是要将“诉”的引领性、专业性和
权威性与“调”的便利性、灵活性和低
成本结合起来，但“调不成”最终要到

“诉”上，因此，“诉”对“调”的引领和保
障至关重要。在诉调对接平台机制运
行中，人民法庭要凸显司法的专业性
和权威性，充分发挥司法引领作用和
保障作用。

（二）诉讼中：人民法庭应努力抓
好高效公正便民办案，通过办案推进
法治乡村建设。近年来，乡村群众的法
治意识不断增强，“有纠纷上法院”已
是常态。随着“承包经营权三权分置”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和流转纠纷日渐
增多；高铁、机场、旅游景区开发等基
础设施建设征地补偿款引发的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确认纠纷极易形成集体诉
讼；民间借贷纠纷亦在向乡村蔓延；离
婚继承等家事纠纷呈多发势头。除了
传统型案件外，网购网销、环境污染维

权、财产保险等新类型案件也涌入人
民法庭。快速高效公正便利地处理这
些纠纷，是对人民法庭司法供给能力
尤其是办案能力提出的新要求，是人
民法庭司法供给侧改革中的新命题。

（三）诉讼后：人民法庭应在参与
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人民法庭
作为乡村治理、建设法治乡村的重要
治理主体必须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
作用。现阶段，人民法庭在参与乡村治
理中存在认识不到位问题，即没有充
分认识到“人民法庭本身就是乡村治
理主体之一、审判工作本身就是乡村
治理的重要内容、司法办案要注重法
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
一”。此外，还存在人民法庭参与乡村
治理思路不明确、渠道不畅通问题，即
人民法庭如何有效参与乡村治理缺乏
明确思路，法官如何将司法审判工作
与服务乡村振兴大局有效结合起来缺
乏有效方式。

二、人民法庭在乡村振兴战略中
的新定位

（一）坚持源头化解，引领诉调对
接多元化解平台建设。诉调对接在预
防纠纷、将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将纠
纷吸附在基层等方面作用明显，诉调
对接平台建设在全国也已进入全面系
统推进阶段。河南新乡成立了诉调对
接多元化解中心，该中心建立健全村
级调解室，调解室负责本村矛盾纠纷
的排查、化解，村里解决不了的，到以
人民法庭指导下的乡、镇（社区）诉调
对接中心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
由人民法庭审查后出具调解书予以确
认，从而固定调解成果、赋予法律效
力。通过建立该机制，将近40%乡村矛
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应当说，河南新
乡是全国诉调对接平台建设的一个缩
影。

笔者认为，诉调对接平台首先应
建设成为乡村法治宣传中心，旨在预
防纠纷。人民法庭可以利用其专业性，
专门设立普法公众号，定期在公众号
内推送本县或本市典型案例、最新涉

农法律知识；通过公益讲座等方式定
期进行有针对性的普法宣传，譬如在
事关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老年人
权益保障、劳动就业保护等案件多发
类型方面的诉讼程序指导、注意事项
和风险防范。其次，诉调对接平台应建
设成为乡村矛盾纠纷化解中心，旨在
化解纠纷。充分整合乡贤调解、人民调
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律师调解等
各类调解资源，调解不成的，依法导入
诉讼程序，使得群众有纠纷有矛盾就
到诉调对接中心来，从而将诉调对接
中心升级为乡村“一站式纠纷化解中
心”，使得大批纠纷在该平台得到妥善
化解。

应当明确，人民法庭在诉调对接
平台建设中应当起到引领和保障作
用，换言之，就是使人民法庭的司法触
角要前置，充分发挥人民法庭的专业
性和权威性，统筹运用法治、德治和自
治，通过诉调对接平台整合资源推进
矛盾化解，从而将大量纠纷化解在萌
芽状态，化解在诉讼之外。

（二）坚持公正司法，全面提升审
判质效。通过诉调对接平台过滤，仍有
不少纠纷形成诉讼。诉讼环节，首先要
大力推进繁简分流。人民法庭所遇到
的案件类型大多是简易案件，十分适
合推进繁简分流。人民法庭要根据案
件事实、法律适用、社会影响等因素，
选择适用适当的审理程序，针对案件
标的较小、争议不大的案件要依法适
用小额诉讼程序，做到该繁则繁，当简
则简，繁简得当，实现简案快审、繁案
精审，让办案周期降下去、办案质效提
上来。

面对新类型案件、疑难复杂案件，
要在提升新类型案件审判能力上下功
夫。要树立问题导向和前瞻思维，密切
关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农业结构
优化升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乡融合发展、农村土地“三权分置”、
乡村金融、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中出现
的新问题新动向，强化调查研究，实现
精准应对。

还需注意的是，乡村经济社会环境
已发生明显变化，在部分商事类型的纠
纷中，应坚持调判结合、当判则判，应通
过判决树立规则意识。通过人民法庭高
质量的庭审、生动的法庭教育、公正的司
法裁判来使当事人和更多的旁听群众真
正懂法、信法从而依法维权，规范引领广
大乡村地区的遵法、尚法、守法、信法新
观念。

此外，在法院智慧化、信息化建设工
程中，应将人民法庭的智慧化、信息化建
设作为重中之重下大功夫予以推进。人
民法庭与基层群众联系密切，只有实现
人民法庭的智慧化、信息化，才能使基层
群众有更多的司法获得感。通过审判流
程信息公开网、庭审直播网、裁判文书
网、数字法庭、网上法院等智慧化、信息
化建设，以公开促公正。必须树立“大数
据”思维，运用“大数据”对纠纷类型、特
点、趋势进行统计和分析，真正做到“及
时把脉、精准预防、重点诊治、高效化
解”，从而推进人民法庭审判质效取得新
发展。

（三）坚持服务大局，提供司法智慧
参与乡村治理。如果说诉调对接是人民
法庭司法工作的前置，那么参与乡村治
理就是司法权的职能延伸。人民法庭要
充分运用司法智慧将司法服务和司法保
障贯穿于乡村治理各个环节。

首先就是做好判后答疑、涉诉信访、
司法救助工作。同时，还要对信访成因
进行分析论证和总结。既要注重个案让
当事人感受到公平正义，又要突破个案
放大案件处理效果，形成溢出效应。对
于涉诉后家庭困难的，还要协助做好相
关救助工作，让当事人感受到司法的温
暖。

其次是做好司法建议工作。要高度
重视并认真研判案件审判中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及时向地方党委、人大报送
专项分析报告，向政府及其他相关部门
提出司法建议。

（作者系全国法院审判业务专家、河
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法院的裁判结果具有极强的
指引作用和启示意义，除了再次
重申了规则意识之外，该案还说
明安全保障义务应该有限度。

一度备受关注的南京南站“旅客
穿越铁道被挤压致死案”，7月13日在
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一审宣判。2017年
3 月 26 日，上海虹桥至汉口 D3026/7
次列车到达南京南站，一名男子候车
过程中翻越站台，被夹在动车与站台
之间的缝隙，被救出时已无生命体征。
事发后，死者家属认为车站方存在失
职情形，索赔近82万元。法院认定，死
者擅自闯入危险区域，需负全责，铁路
部门已履行安全保障和提醒义务，不
承担责任，据此驳回死者家属的索赔
请求。目前，死者家属尚未提出上诉。

死者的不幸遭遇及其家属的悲痛
心情的确值得同情，家属通过诉讼索
要赔偿、讨要说法的行为也应该被理
解，当事人的法律权利应该给予充分
的尊重，这也能够证明死者亲属对法

律制度的信任和对规则的崇敬，否则死
者家属也不会选择诉讼来表达诉求、维
护权益。尽管一审判决尚未生效，但是判
决的内容却再次给全社会敲响了警钟，
再次证明了规则意识的重要性，守规矩
应该成为每个人最基本的修养。

法院的裁判结果具有极强的指引作
用和启示意义，此案除了再次重申了规
则意识之外，还说明安全保障义务应该
有限度。侵权责任法规定宾馆、商场、银
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
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在司
法实践中，如何认定管理人或组织者是
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主要还是要依赖

裁判者的自由裁量。
对于不少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来说，

怎样做才算是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缺乏规
范权威的标准，而一些司法机关追求所
谓的社会效果，倾向性地让公共场所的
管理人或活动组织者承担责任。司法机
关的裁判习惯导致管理人或组织者无所
适从，不知道怎样做才能真正免除自身
的法律责任，如果司法机关长期坚持这
种导向，管理人或者组织者索性少关心
甚至不关心安全保障义务，同时还会对
群众漠视规矩的习惯起到助推作用，“只
要出事管理人或组织者多少都要承担些
责任”似乎成了约定俗成的潜规则。

公民的安全保障必须以自我保护为
主，尤其是要遵守所有的安全规则，法院
认为被告南京南站在地面有警示标识、

站台有广播提示、站台侧面有提示、站台
有人值班的情况下，站台值班人员在发现
有人横穿线路后，奔跑过去并喝止，以及
紧急制动、及时救助等行为都证明其已经
充分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法院对“已经
充分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的认定具有示
范作用，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完全可以学习
借鉴，法院的认定也说了安全保障义务有
限度而不是无限责任，不可能要求公共
场所的管理人事无巨细、面面俱到。

相关立法执法部门可以制定更多行
业的安全保障操作规程，细化法律规定，
合理设定公共场所管理人或活动组织者
的有限责任，而不是牺牲他们的权益去
换取所谓的社会效果，有时候一份看似
不顾人情的裁判却能够让悲惨的教训影
响更广更深。

如何保障支付方式选择权

近年来，流通领域人民币现金使用
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一些消费者在旅
游景区、餐饮、零售等行业商户消费时被
拒收人民币现金。7月13日，中国人民银
行发布公告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
定货币是人民币，包括纸币和硬币。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
明、告示等方式拒收现金。

随着第三方支付越来越普及，支付
更为便捷、效率更高，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因此“拒收现金”，于法于理不通。首
先，“拒收现金”涉嫌违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第二条中明确，

“本条例所称人民币，是指中国人民银行
依法发行的货币，包括纸币和硬币”。《中
国人民银行法》第十六条规定：“以人民
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
的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拒收。”也就是说，不仅商家，任何单位、
个人都不能拒收现金。

其次，实际上，商家拒收现金的方
便，会带来一些人尤其是老年群体的不
便。因此，有关部门必须尽快立规矩，并
提高商家的违法成本，切实保障消费者
支付方式选择权！ ——王恩奎

本院受理甘艳丽申请宣告甘齐根死亡一案，经查：甘齐根，
男，1957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清水壕路
26号1栋2单元403室，身份证号码340803195703032310，于2014
年4月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甘齐根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安徽]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徐木生、李润珍、叶建连、
徐杰伟、徐叶伟申请宣告公民徐国强死亡一案，经查，徐国强，男，1973年
5月6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41824197305061218。申请人徐木生、李润
珍、叶建连、徐杰伟、徐叶伟称，被申请人徐国强于2016年6月8日在连州
市连州镇满地村委会满竹洞村满竹坝钓鱼期间失踪，从此杳无音信。下
落不明人徐国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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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徐国强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
落不明人徐国强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徐国强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东]连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2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亚辛申请宣告公民陈
健安失踪一案。经查：陈健安，男，1982年9月15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
码441882198209153911。申请人陈亚辛称，被申请人陈健安于2012
年外出务工，从此杳无音讯，多年寻找仍没有结果。下落不明人陈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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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陈健安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陈健安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陈健安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东]连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祝佩凤申请宣告公民
赵瑞葵死亡一案。申请人祝佩凤称，申请人与赵瑞葵（男，汉族，身份
证号：45030419690916051X）系母子关系，赵瑞葵于2000年3月15
日从其住处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已满4年。下落不明人赵瑞葵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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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赵瑞葵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赵
瑞葵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
赵瑞葵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西]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高国华申请宣告高颖失
踪一案。申请人高国华称，高颖于2005年12月11日离开后下落不明。
下落不明人高颖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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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高颖将被宣告失踪。凡知

悉下落不明人高颖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高颖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北]三河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于清洲申请宣告于天杰失踪
一案。申请人于清洲称于天杰于2014年5月14日外出，至今下落不明。下
落不明人于天杰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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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于天杰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于天杰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于天杰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肇东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2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金顺子申请宣告
金基连死亡一案。申请人金顺子称，被申请人金基连自1998年8
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金基连应当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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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金基连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金基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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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基连情况，向本院报告。[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王柄然申请宣告魏雅影（曾用名魏佳影）失
踪一案，限魏雅影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
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魏雅影将被宣告失踪。凡知道下落不
明人魏雅影生存状况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下
落不明人魏雅影情况，向本院汇报。 [黑龙江]肇东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振珠申请宣告陈亚娟
失踪一案，申请人陈振珠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系父女关系，申请人于
2015年初联系不到被申请人，至今杳无音讯，被申请人下落不明已经3
年多。下落不明人陈亚娟应当自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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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陈亚娟将被宣告失踪。凡知
悉下落不明人陈亚娟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陈亚娟情况，向本院公告。[黑龙江]肇东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振珠申请宣告陈建华失
踪一案，申请人陈振珠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系父子关系，申请人于2015
年初联系不到被申请人，至今杳无音讯，被申请人下落不明已经3年多。下
落不明人陈建华应当自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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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陈建华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陈建华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
陈建华情况，向本院公告。 [黑龙江]肇东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郭柏君申请宣告郭德胜失踪一案，经查：郭德胜，男，
1985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省铁力市桃山镇人
和社区一组，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

月。希望郭德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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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铁力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林世静申请宣告被申请人林广胜公民死亡一
案。于2014年6月22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1年。希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
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邓鹏程申请宣告邓德红死亡一案，经查：邓德红，
男，生于1970年6月21日，原住湖北省枝江市仙女镇金山村一
组，2007年外出未归，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邓
德红本人或知其下落者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湖北]枝江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妙琪申请宣告胡仁碧失踪一案，经查：胡仁碧，女，1975
年5月5日出生，汉族，原住沅江市南洞庭芦苇场永胜管理区三队96号，
因外出务工于2010年起，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3个月。希望胡仁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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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江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高杨申请宣告朱美丽失踪一案，经查：朱美丽，女，1984
年9月24日生，汉族，湖南省常宁市水口山镇人，原住址：湖南省常宁
市松柏镇水口山枫树塘 6 号，居民，初中文化，身份证号码：
430482198409240361，于2006年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朱美丽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
起与常宁市人民法院松柏法庭联系。期间届满，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
院将依法裁判。承办单位：湖南省常宁市人民法院松柏法庭；承办法
官：徐小琴；联系电话：15916306768。 [湖南]常宁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贺彦方、周跃轩申请宣告周连金死亡一案，经查：周
连金，男，194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桂阳县人，身份证号
432801194706233018。于 2009 年 12 月 28 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周连金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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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杨春云申请宣告阳伯瑞失踪一案，经查：阳伯瑞，男，
1945年3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湖南省祁阳县人，住祁阳县梅溪镇
关心村6组，阳伯瑞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3个月。希望阳伯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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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向翠珍申请宣告龙先林失踪一案，经查：龙先林（男，
1975年11月17日出生，土家族，身份证号码：433125197511171715，
住保靖县阳朝乡尧洞村168号）于2003年在浙江省务工时，已下落不
明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龙先林本人或者知
道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本院将依
法宣告龙先林失踪。 [湖南]保靖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至龙、李智琛申请宣告刘勇英死亡一案，经查：
刘勇英，女，公民身份证号码：432822197611165169。于2014年6
月 4 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刘勇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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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国富、王俊丽申请宣告许
莉昉死亡一案。申请人李国富、王俊丽称，申请人与下落不明人许莉昉系父
母与女儿关系；下落不明人许莉昉于2013年12月11日突然离家出走，下
落不明至今。下落不明人许莉昉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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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许莉昉将被宣告死亡。
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许莉昉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许莉昉情况，向本院报告。 [陕西]城固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白富会申请宣告邓香友失踪一案[案号(2018)川0182民特
20号]，经查：邓香友，男，汉族，1967年12月19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510126196712190612，住四川省彭州市敖平镇友谊村5组56号。于2016
年6月4日外出至今一直下落不明，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邓香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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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彭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黛云申请宣告孙福林死亡一案，经查：孙福林（身
份证号码120102560321055），男，1956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
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成林道一村3号楼6门406号。于2000年11
月20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
希望孙福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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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潘明翠申请宣告马志平死亡一案，经查：马志平，男，
1978年8月2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码32108119780802241X，汉

族，户籍地江苏省扬州市开发区朴席镇梁湾村秦庄组24号，于2007年
在天津走失，至今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
年。希望马志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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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年鹏申请宣告孙万发、王秀芬失踪一案，经查：孙万发，男，
1963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巴彦县西集镇荣誉村汉三旗四屯；王秀芬，女，
1971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巴彦县西集镇荣誉村汉三旗四屯。于2008年3
月起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孙万发、王秀芬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决。 [黑龙江]巴彦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2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侯静申请宣告刘瑞莲
死亡一案。申请人侯静称，刘瑞莲，女，汉族，1962年2月16日出生，户籍
地（原住地）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49号内9号楼3门102号。下落不明
人刘瑞莲于1994年离家出走，经寻找查无音讯，至今下落不明满4年。
下落不明人刘瑞莲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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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刘瑞莲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
下落不明人刘瑞莲生存现状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刘瑞莲情况，向本院报告。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谢桂田申请宣告李智强死亡一案，经查：李智强，男，
1982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冷水江市梓龙乡前进村5组，公民
身份证号码:432502198204024118。于2014年6月27日2时许在上班
期间失踪，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李智强本人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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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江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马中仓申请宣告葛梅荣死
亡一案。申请人马中仓称，申请人马中仓系被申请人葛梅荣丈夫，1993年
因其二人感情不和，被申请人离家出走下落不明，至今音信全无。下落不
明葛梅荣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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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葛梅荣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葛梅荣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葛梅荣
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南]汝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山申请宣告赵韶敏死亡一案，于2017年7月2日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2018年7月2日依法作出（2017）
冀0681民特3号判决书，宣告赵韶敏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河北]涿州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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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
说明》指出，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的规定
不一致的，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适
用民法总则的规定。民法总则将诉讼时
效期间规定为三年，有利于建设诚信社
会，更好地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根据上
述立法目的和法的适用原则，《解释》第
一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后诉讼时效期
间开始计算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一
百八十八条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
定。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二年
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

关于民法总则施行之日，民法通则
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尚未届满情形下的
法律适用问题，《解释》第二条根据“前后
交叉用新法”的适用原则，规定“民法总
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
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
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
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解释如此
规定，主要考量以下三方面因素：一是有
利于保护债权人权益，符合民法总则将
诉讼时效期间规定为三年以及不再规定
一年短期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二是当
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跨越民法
总则施行日时，依据法理，可推定当事人
对于民法总则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
是知情的，不损害当事人的期限利益。三
是一般情形下，新法的规定优于旧法，适
用新法更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的权利。

解释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
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
经届满情形下不再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
年诉讼时效期间。之所以作出如此规定，
主要考虑到：一是尊重立法本意。司法解
释是立法在审判工作中的具体化，在制
定《解释》时应尊重立法本意。二是依据
法的溯及力法理。遵循实体从旧、程序从
新原则，诉讼时效制度为实体法制度，应
采从旧原则。三是基于稳定交易秩序和
利益衡平考虑。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
效期间已经届满的情形下，义务人已经
享有诉讼时效抗辩权，义务人行使诉讼
时效抗辩权的，交易秩序已经稳定，如果
再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会使已经稳定的
交易秩序受到冲击。

《解释》还对诉讼时效中止等问题作
了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