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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资逾10亿元

湖南牧羊人集团董事长获刑二十年
新华社长沙7月19日电 （记者

陈文广） 累计非法集资金额 10.8 亿余
元，累计集资人数 1670 人，实际诈骗
金额4.3亿余元……湖南省娄底市中级
人民法院日前依法对湖南牧羊人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曾雯等4人
集资诈骗、信用卡诈骗、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一案进行公开宣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曾雯与
他人合资成立湖南牧羊人集团有限公
司并任董事长。因公司资金短缺，被

告人曾雯等人在未获得相关部门批准
的情况下，2010 年10月开始向社会公
开集资，大部分资金被曾雯用于制造
公司虚假繁荣的还本、支付高额利息
及购买大量豪车等奢侈消费，致使集
资资金不能归还。至 2014 年 10 月案
发，被告人曾雯累计非法集资金额
10.8 亿余元，累计集资人数 1670 人，
实际诈骗金额4.3亿余元，涉及集资债
权人1339人。

被告人陈安生在湖南牧羊人集团

有限公司工作期间，集资金额 1998 万
元，获取融资奖励费和利息差 285 万
余元。被告人曾爱国在湖南牧羊人集
团有限公司工作期间，集资金额9.7亿
余元，其中经其本人签字的集资金额
1.42 亿余元。被告人袁桂华在湖南牧
羊人集团有限公司工作期间，集资金
额 829 万元，获取融资奖励费 6.4 万余
元。被告人曾雯还违反信用卡管理法
规，恶意透支，共计诈骗所得 242 万
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共同犯罪
中，曾雯系主犯，应按照其参与的全
部犯罪处罚。陈安生、曾爱国、袁桂
华均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
罚。被告人曾雯犯集资诈骗罪、信用
卡诈骗罪，数罪并罚，被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并处罚金 80 万元，追缴被告人曾雯信
用卡诈骗所得 242 万余元返还银行。
其他被告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也
被判处相应刑罚。

本报讯 （记者 王书林 通讯员
贺雨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
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开庭审理一起
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被告人陈江因犯非法占用
农 用 地 罪 ， 被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二 年 、
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5000 元。法院
同时责令被告人陈江自宣判之日起

用三年时间，对其非法占用、毁坏
的 130 余亩公益林地进行恢复，逾期
不能恢复的，由被告人赔偿给国家
造成的经济损失 86 万元。

陈江系外来务工人员。法院经审理
查明，2014 年初至 2014 年 8 月期间，
陈江在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
擅自在原承包土地四周非法开垦，致使
130余亩国家级公益林地被毁坏，造成
经济损失共计86万元。

宣判后，被告人陈江当庭对判决认
定的事实、定性以及量刑均无异议，表
示法院判决公正，愿意承担恢复损坏公
益林地的民事责任。

擅自开垦致使国家级公益林地被毁
被告人获刑并被责令限期恢复130亩公益林

洞庭湖上餐馆遭取缔 经营者索赔1250万
法院：租赁合同无效，返还租金8000元

本报讯 （记者 曾 妍 通讯
员 张小蕾） 7月17日，湖南省岳阳市
君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涉湖
上餐饮的租赁合同纠纷。当庭宣判，认定
原告刘某与被告君山区某水利管理委
员会之间签订的《开发饮食业场地租用
协议》无效，被告君山区某水利管理委员
会返还原告刘某支付的租金8000元，并
且驳回原告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刘某于2012年6月与君山区某水
利管理委员会签订《开发饮食业场地
租用协议》，承租该管委会管理的一段
堤岸水域经营餐饮业，租赁期限 20
年。刘某购买船只装修，在该段水域经
营船上餐馆——“洞庭印象水上餐
厅”，生意颇为红火。

2017 年 7 月，刘某接到君山区某
水利管理委员会下达的《解除合同通
知书》，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开发饮
食业场地租用协议》。随后，在君山区
水利局（君山区某水利管理委员会上
级机构）联合岳阳市公安局君山分局
等 15 家部门和单位开展的联合执法

行动中，刘某的湖上餐馆被责令关停，
餐饮船亦被强制拖走。

刘某将君山区某水利管理委员会
告上法院，称其违反合同法，要求该管
委会赔偿餐饮船的改造装修费用、餐
馆经营可得利益等1250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与管委会
签订租地合同，虽然是双方真实意思
表示，但合同内容却违背《中华人民共
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关于禁止在自
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开展旅游和生产经
营活动的规定。因此，违反了合同法相
关规定，被确认为无效合同。君山区某
水利管理委员会作为行政性事业单位
比之公民而言，更应该熟悉、知晓和严
格遵守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故其对造成合同无效应负主要责任。

法院同时认为，合同确认无效后，
有过错一方赔偿对方损失是基于缔约
过失责任，赔偿的范围限于信赖利益，
不包括在合同有效情形下对方通过履
行合同可以获得的利益。据此，法院依
法作出前述判决。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7月20日（总第7416期）

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范首强的申请于 2018年 6月 8日
裁定受理池州银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
日指定本院审理该案。2018年6月25日，本院指定安徽始信律师
事务所担任池州银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池州银华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8年 9月 18日前，向池州银华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长江中
路君悦广场 22层安徽始信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247000；联系
电话：0566-202409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
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经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池州银华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池州银华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9月28日
上午9时在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大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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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安徽]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6月 8日裁定受理深圳市顶点先进科技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指定深圳市金大安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深
圳市顶点先进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深圳市顶点先进科技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8年 8月 18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13号）江苏大厦A座 3101，联系人：
张蕾蕾、焦和平，联系电话：0755-82038813-803】申报债权。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深圳市顶点先
进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顶点先
进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年

8月 28日下午 14时 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
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债
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须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 8月 15日，本院根据广州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的
申请裁定受理广州冶金开发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经审计，截止
2017年7月31日，广州冶金开发公司帐面资产总额为683,943.19
元，破产债负债总额达5,651,119.65元，所有者权益为-4,967,176.46
元。本院认为，广州冶金开发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
清偿全部债务，已资不抵债，符合破产条件，亦无破产财产可供分配。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第
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6月21日裁定宣告广州冶金开发公司破
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8月15日，本院裁定受理广州蓄电池企业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查明，广州蓄电池企业有限公司无任何财产，不足以清偿
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广州蓄电池企业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且其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
于2018年7月9日裁定宣告广州蓄电池企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广
州蓄电池企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广西嘉和投资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5月30日裁定
受理广西投资集团恒元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
6月26日指定广西中天企业破产清算有限公司为广西投资集团恒元
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广西投资集团恒元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债
权人应自2018年9月26日前，向广西投资集团恒元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人（通信地址：南宁市教育路22号金凤凰南湖御景-御景阁2501
号；邮政编码：530022；联系电话：0771-5348153,13737090303）申报
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广
西投资集团恒元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广西投资集团恒元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
院定于2018年10月10日上午9时在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三楼会议室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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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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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秦皇岛中航航空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2018
年6月30日裁定受理秦皇岛中航航空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同时指定“秦皇岛中航航空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为秦皇岛中航航空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秦皇岛中航航空零
部件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8月31日前，向秦皇岛中航
航空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秦皇岛市北
戴河区站南大街 166 号（原 5711 工厂），联系人：金晶，电话：
13933596669】。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
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秦皇岛中航航
空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秦皇岛中航
航空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
年9月28日9时在秦皇岛市北戴河区站南大街166号（原5711工厂）二
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营业执
照复印件及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
加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河北]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人民法院

2017 年 11 月 17 日，本院根据偃师市全全机械有限公司申
请，立案受理债务人偃师市全全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
审理查明，截止到2018年1月16日，偃师市全全机械有限公司固
定资产总额为289.22万元。经管理人对申报的债权进行审核并提
交债权人会议核查，本院裁定确认的债权数额共计11073318.79
元。本院认为，偃师市全全机械有限公司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

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本院于2018年6月26日裁定宣告
偃师市全全机械有限公司破产。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张保建的破产申请，于2018年6月25日裁定受
理债务人河南省海林房地产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时指定北京
德恒(郑州)律师事务所、河南团结律师事务所共同担任河南省海林
房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河南省海林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8年9月25日前向河南省海林房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汉阳路滨河世纪酒店4楼；邮编：466000；联系
人：刘拥华；电话：0394-8224386；手机：13703878578)申报债权。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河南省海
林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河南省海林房地
产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0月10日
9时3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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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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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河南省畜产品进出口公司周口肠衣厂的申请于2018年
6月28日裁定受理河南省畜产品进出口公司周口肠衣厂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2018年7月4日指定河南省畜产品进出口公司周口肠衣厂破
产清算组为河南省畜产品进出口公司周口肠衣厂管理人。河南省畜产
品进出口公司周口肠衣厂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9月17日前，向河南省
畜产品进出口公司周口肠衣厂管理人申报债权（邮政编码：4660000；
通信地址：河南省周口市商务局，姜公岩，联系电话：0394－8219601或
徐洪超，联系电话：0394－8219603）。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
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河南省畜产品进出口公司周口肠衣厂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河南省畜产品进出口公司周口肠衣厂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9月24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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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洛阳煤电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申请，于2018年6月25日
裁定受理洛阳煤电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四十五条的规定，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起至
2018年10月22日前，向洛阳煤电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联系人：何毅，地
址：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右安街18号王朝大酒店5楼债权申报室，电话：
0379－63953310，19937900546）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洛阳煤电集团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11月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十三号审判庭（地
址：河南省洛阳市新区展览路与望春门街交叉口）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
应向本院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有委托代理人
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4日裁定受理山西和田物资集团有限公司破
产重整一案，并于2018年6月25日指定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担任山西
和田物资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山西和田物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山西和田物资集团有限公司的管理人【通
讯地址：山西省太原市长风商务区长兴路1号华润大厦T4座34-35层
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联系人：周晓辉、刘海兵、郭伟平；联系电话：
18603489297、13303515234、13835111798、0351-27153334/5/6；传
真：0351-2715337；邮编：03000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山西和田物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山西和田物资集团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本院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1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
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还需提
交授权委托书。 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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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2017年7月19日，在
中央政法委的领导和各成员单位的支持
下，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建立了家事审判
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制度。

依托家事审判改革联席会议制度，
家事审判社会化工作格局正日渐成熟，
日渐完善。

机制为引领，措施紧跟进。一年
来，各成员单位强化协作配合，围绕家
事审判改革工作目标，在未成年人、妇
女、老年人权益维护方面开展了大量卓
有成效的工作。

这其中，人民法院整合社会资源，
联合各部门共同推动家事审判改革深入
发展，超过80%的试点法院与相关部门
建立了联席会议机制或者达成了合作事
项。

各高院和试点法院积极探索建立家
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与当地政法委、
民政、公安、妇联、社区服务等部门创
建了形式多样的合作方式，推动形成家
事审判“党委领导、政府尽责、法院牵
头、社会参与”的工作局面。

目前，陕西、浙江、福建等高院建
立了多部门参与的家事审判改革联席会
议制度。中共山东德州市委出台《关于
推进人民法院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工作的
意见》，推动在全市范围建立家事审判
改革联席会议机制。江西省南丰县人民
法院争取到县委政法委的支持，将相关
部门配合家事审判工作列入综治考核范
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省妇联在
全省法院全面推开家事调查员工作。辽
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在区政法
委的统一指导下，由各综治成员单位选
派134名工作人员担任家事调查员。广
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法院与
民政局合作成立了探视中心和反家暴庇
护中心。

人民法院将家事审判与诉调对接机
制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纠纷解决强
大合力。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依托
“一庭三所一处”，构建家事案件多元化
纠纷化解平台。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
民法院设立“家事审判与公证服务对接
工作室”，形成“公证—调解—诉讼”
一站式司法服务模式。宁夏回族自治区
西吉县人民法院与民政局、司法局、妇
联、公安局联合签发《关于建立家事纠
纷综合协调解决机制的合作备忘录》。

海南省屯昌县人民法院与县司法局、民
政局、村委会、人民调解组织建立老年
人维权联动机制。

工作机制不断创新，符合家
事案件特点的程序探索逐步推进

2016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起草并
以 6 家高院名义下发了 6 项程序性规
定。在此基础上，各高院和超过70%的
试点法院制定了符合本地家事审判特点
的审判规则。

至此，家事审判进入规范化发展新
阶段。

面对人民群众对家事审判的新需求
新期待，人民法院不断创新家事审判工
作机制，推动构建符合家事审判规律并
适应我国社会发展需要的家事诉讼特别
程序。

试点法院积极探索家事案件心理辅
导干预、家事调查、婚姻冷静期、诉前
调解、案后回访等制度，力求切实保障
当事人合法权益、彻底化解矛盾纠纷。

目前，辽宁、内蒙古、安徽、宁
夏、广西等高院以及黑龙江省大庆市中
级人民法院、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
院等试点法院制定了全面的家事案件审
理规程。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探索创
设“儿童权益代表人”机制，由区妇儿
工委办公室工作人员作为儿童权益代表
人，通过独立的调查、取证、参与庭审
等诉讼行为代表未成年人参与诉讼。浙
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借鉴国外“陪审
团”制度并糅合“老娘舅”调解模式，
由专家型和民意型两类人员全程参与调
解。

创新的举措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
现。

青海省试点法院聘请心理咨询师、
家事调解员、家事调查员开展工作，家
事审判走上高结案率、高调撤率、低上
诉率、低发改率的良性发展轨道。贵州
省江口县人民法院创造性地将中医学中

“望、闻、问、切”的诊断方式运用到
家事案件调解中，总结出“分析讲解
法”“批评教育法”“借力使力法”“情
感规劝法”等调解方法。

婚姻家庭的和谐幸福，是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两年来，
试点法院多措并举化解婚姻纠纷，努力
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安徽省马鞍山
市雨山区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庭运用“房

树人”心理测试方法调解多起离婚案
件。山东省武城县人民法院在县民政局
成立家事指导中心开展婚前辅导和离婚
调解工作。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
院对 60 件案件设置婚姻冷静期，调撤
52件，调撤率高达86%。

专门机构和专业化队伍建设
稳步推进，专业化水平显著提升

家事审判专业化的制度保障和组织
保障，根本在于推进家事审判队伍正规
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两年来，人民法院着力打造家事审
判专业化的审判机构和团队。目前，全
国超过90%的试点法院成立了专门家事
审判机构，其中独立建制的家事审判庭
和少年家事审判庭占70%以上。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推动 51 家中
级、基层法院开展试点工作。福建省成
立 63 个家事法庭和家事少年法庭。江
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推动全省少年审判庭转型为少年家事
审判庭开展试点工作。天津市蓟州区人
民法院在5个派出法庭设立家事审判合
议庭或者指定家事法官专门审理家事案
件。广西柳州、吉林长春、吉林辽源实
现了家事少年案件集中管辖。

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共有118家
中级、基层法院参与最高人民法院确立
的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工作，有超过400
家中级、基层法院参与各高院确立的家
事审判改革工作。

家事审判改革从星星之火，发展成
为燎原之势。

各高院和试点法院不断加强家事
审判队伍建设，着重选拔任用熟悉婚
姻家庭审判业务、具有一定社会阅
历、掌握相应社会心理学知识、热爱
家事审判工作的法官从事家事审判工
作，通过引入社会团体和向社会购买
服务等多种方式，充实家事审判辅助
人员。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人民
法院，选配精通藏语、经验丰富、责任
心强、善于沟通的法官担任家事法官。
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喜洲人民法庭成
立“金花调解室”，选任熟悉法律、通
晓白族语言、熟知当地民风的白族女性
担任调解员。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创新符合家事审判改革目标的家事案
件考评机制。

配套设施建设同步推进，落
实反家庭暴力法工作成效显著

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推进
离不开强有力的物质装备保障。两年来，
各高院和试点法院围绕家事审判特点和
需求，加大经费保障力度，加强相关硬件
设施配置，推动信息化建设，充分体现家
事审判的人文关怀。

甘肃省山丹县人民法院在新建成的
审判法庭设立总建筑面积 1200 平方米
的家事审判中心。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山东省东平县人民法院等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方式，聘请心理咨询师参与家事审
判工作。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运用“互
联网+”的创新思维，构建集“诉讼服务、
流程管理、绩效评估、实证分析、信息共
享”五大功能为一体的家事案件服务平
台。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尝试将微信
送达、微信调解、微信答疑、微信庭审等
融入家事案件审理全过程。

绝大多数试点法院布置了符合家事
审判特点的审判庭，配置家事调解室、沙
盘分析室、单面镜观察室、心理辅导室等，
完善了符合家事审判特点的硬件设施。

家和才能万事兴。推进家事审判改革
是人民法院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的重要路径。

2016年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正式
施行后，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法院共发
出3563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司法保障人
权进入更高阶段。

目前，上海4家试点法院均与公安、
司法、民政、妇联等部门建立了反家暴
协作机制。湖南高院牵头与公安、妇联、
民政等部门制定《人身安全保护令实施
办法》；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
探索建立了反家庭暴力红黄蓝分级预
警制度。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探索建
立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的立案绿色通
道，实现了快速立案、迅速调查、及时处
理的应对机制。

两年来，人民法院积极转变家事审
判理念，紧紧依托家事审判改革联席会
议制度，构建家事审判社会化的工作格
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人
民法院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不断谱写家
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事业新篇章。

兰州市原市长栾克军出庭受审
被控受贿1200万余元

本报白银 7月 19 日电 （记者
潘 静）今天，甘肃省白银市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甘肃省兰州市政
府原市长栾克军受贿案。甘肃省白银
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
告人栾克军及其辩护人、证人钱某到
庭参加诉讼。

白银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2
年 11 月至 2017 年 3 月，被告人栾克
军在担任张掖市副市长、市长，庆阳
市市长、市委书记，兰州市委副书
记、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项
目建设、工程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取
利益，先后非法收受他人所送现金、
房产、车辆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200万余元、美元11万元、欧元2.2
万元。提请以受贿罪追究被告人栾克
军的刑事责任。

白银中院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

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三项规程”要
求，召开了庭前会议，梳理了案件事
实、证据，认真开展了庭前准备工
作。庭审中，法庭宣读了庭前会议报
告，明确了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法
庭调查阶段，公诉机关就指控的犯罪
事实对被告人进行了法庭讯问，并出
示、宣读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
鉴定意见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被告
人及其辩护人对公诉人所举证据当庭
进行了质证。在法庭辩论阶段，被告
人栾克军及其辩护人依法进行了辩
护。被告人栾克军作了最后陈述，当
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充分保障了
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

在银全国、省、市部分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和新闻媒体及社会公
众、被告人亲属 150 余人旁听了庭
审。本案将择期宣判。

本报讯 为了逃避法院执行，把名
字改了，跑到外地租房居住，最终还是没
能逃脱法律的制裁。7月18日，河南省
济源市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判处赵某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

法院经审理查明，赵某涉及与孔某
等五人民间借贷纠纷共计339.4万元。
判决生效后，侯某等4人分别向济源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孔某向济源中级人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立案后，因赵某下
落不明，济源中院和济源法院分别依法
公告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和财产报告令，
但赵某均未履行判决义务，也未报告财
产。2016年6月12日，济源中院作出罚
款决定，对赵某罚款1万元，并公告送达
了罚款决定书，赵某亦未缴纳罚款。济
源中院以赵某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移送济源市公安局。2016年9月22
日，公安机关以赵某涉嫌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犯罪立案侦查，并将赵某作为
在逃人员予以追逃。

赵某知晓自己被公安机关追逃，于
是变更名字在洛阳租房工作和生活。
2017年11月24日，侦查人员对赵某的
住所及办公场所进行了搜查，发现大量
银行卡及存折、首饰、电脑、茶具等物
品。2017年12月7日，济源中院以赵某
拒不申报财产决定对其司法拘留十五
日，但仍未履行判决。查询赵某银行交
易后，发现在上述判决生效及执行期
间 ，赵 某 在 洛 阳 的 银 行 卡 上 入 账
164510.08元，支取154335.34元。另查
明，赵某在洛阳租用房屋进行工作生
活，共支付房租5万余元，装修及购置办
公用品花费7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在判决生效
后及执行期间，被告人赵某躲避执行，
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其有大额收入，但
未用于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且在此
期间支付大额房租、进行装修等，赵某
对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有能力执行而
拒不执行，在强制执行期间经采取强
制执行措施仍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其
行为已经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遂依法作出前述判决。 （常晓山）

为躲执行改名换姓 难逃法网最终获刑
聚焦决胜执行难·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