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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让人民群众在立案之初就充分享有获得感，让人民群众在法院内部司改效
应释放中享有具体的获得感，让人民群众在司法公开中享有全方位的获得感。

司改路上，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刘振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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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言大义

观点

短评 诉讼时效解释给当事人权益最大救济
吴元中

法治时评 ▷▷
人们在进一步增强诉讼时效观

念、尽可能及时行使权利的同时，广大
司法工作者也应在统一认识基础上，
树立最大限度保护合法权利意识，尽
可能对权利人权利予以有效救济。

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
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民法总则与
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相关不同规
定的衔接问题，作出妥善处理。

早先制定民法通则时，注重促使权
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的方面，不仅一般诉
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期限较短，还有短期
诉讼时效的规定。即对身体受到伤害要
求赔偿、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
等四种情形，仅规定了一年的保护期间。
这很容易导致权利人一不留神就超过诉
讼时效期间，不利于权利保护。

为纠正民法通则的诉讼时效期间过
短之弊，制定民法总则时把诉讼时效期
间延长为三年，且不再有短期诉讼时效
的规定。但这也带来一些争议和问题，比
如，民法通则有关一年短期诉讼时效的

规定，在民法总则施行后是否继续适用；
民法总则施行时，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
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但未满
三年，是否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
时效期间的规定……

为解决理解不一致问题，《解释》第
一条就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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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通过对二年
或一年诉讼时效期间主张“不支持”，明
确排除了短期诉讼时效的规定，不管民
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还是一
年诉讼时效期间，都统一适用三年的规
定。

其次，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并

为了维护法的安定性，对民法总则实
施时原二年或一年的时效期间已经
届满的，当然应当按照当时的规定，
不能因为民法总则把诉讼时效期间
延长为三年，就把原已届满的时效期
间也予延长，把届满期间延长至民法
总则实施后。对此，《解释》第三条予
以明确。

与此相关的是，如果严格按照法不
溯及既往原则，不但对新法即民法总则
实行时已经时效届满的权利，应当适用
当时的规定，而且对诉讼时效期间还没
届满、但在新法实行前已经产生的权利，
特别是已经开始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权
利，也应当根据从旧原则适用民法通则
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种情形

《解释》并未按照从旧原则，而是按照行
为结果发生在新法实施后，按的从新原

则。所以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
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的，支持当事人适
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主
张。

加上第四条关于诉讼时效中止和第
五条《解释》施行时间的规定，《解释》总
共五条，却解决了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
关于诉讼时效规定的衔接问题。而且，与
民法总则延长诉讼时效期间和尽可能给
予权利人最大限度救济精神相一致，《解
释》也鲜明体现了这一精神。这也是符合
诚信社会建设精神、防止义务人利用诉
讼时效制度恶意逃废债务的要求。人们
在进一步增强诉讼时效观念、尽可能及
时行使权利的同时，广大司法工作者也
应在统一认识基础上，树立最大限度保
护合法权利意识，尽可能对权利人权利
予以有效救济。

空调维修服务亟须价格监管调控

近日，上海市消保委公布2018空
调维修体察报告，在11家平台找空调
维修企业，结果 9 家企业都存在虚构
故障、小病大修等问题，甚至不惜弄坏
空调。

从体察报告中可以看出，最常见
的“套路”之一，就是空调“缺氟”，占比
高达45.45%。众所周知，缺氟就得加
氟，加氟就得加钱，而且价钱全由维修
商说了算。然而，据业内人士透露，氟
利昂原则上无损耗一说，即正常情况
下不会发生损耗。即使因安装不当，
造成氟利昂泄漏，维修后，加一次氟至
少要管3至5年，后续使用无须再进行
加氟。可见，维修商称空调年年都要
加氟，不知“套”走了空调用户多少钱。

空调维修乱象丛生，究其原因，有
的故障普通消费者很难肉眼识别，再
加上目前空调维修服务缺乏统一的行
业标准，这就让一些不良商家有机可
乘，消费者屡屡中招。因此，当务之
急，是要出台全国统一的空调维修服
务行业标准。一方面，维修行业要加
强诚信自律；另一方面，有关部门要加
强监管，比如，电商平台对维修商的资
质需加强审查。此外，出台科学、透明
的价格体系也很重要。

换言之，空调维修服务，亟须价格
监管调控。首先，严格执行《家用电器
维修服务明码标价规定》，家电维修服
务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实行明码标价，
公开明示家电维修服务的价格以及服务
质量标准。维修人员上门时，要出示收
费价格表，以及维修人员应当具备的《特
种作业操作证》等，并在收费后提供发票
或者收据，以便消费者维权。

——汪昌莲

P2P“爆雷”事件何时休

近日，被誉为“四大高额返利平
台”的唐小僧已确认“爆雷”，一石激起
千层浪，这是继e租宝、善林金融等事
件之后，再次刷新国人对P2P平台涉
及资金规模和“爆雷”效应的认知，教
训可谓惨痛，发人深省。

“爆雷”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无数投资者家庭遭遇经济与精神上的
双重打击，损失惨重。相关部门亟须果
断出手，对犯罪分子予以重拳打击，防
范此类悲剧重演。为此，笔者建议：一
是从源头防控化解风险。治理涉众型
P2P 犯罪的核心内容包括预防、控制
和打击，逐步建立完善一体化防范、全
程化预警、流程化处置、多元化治理的
工作格局。公、检、法在刑事司法处理
中，通过专案办理、联席会议、提前介
入等机制，丰富案件处理的协调统一
机制。二是制定完善法律法规，从民间
融资的风险机制、利率管理等方面规
范民间融资行为，对市场新兴行业进
行规范化管理，完善投资渠道。三是妥
善化解信访压力。正确处理好办案与
涉诉信访的关系，处理涉众经济犯罪
案件，由政法委牵头，协调公、检、法及
相关信访部门，做好受害群众工作，把
信访问题纳入法治轨道，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权益。四是加大追赃退赔力度。
P2P案件中赃款问题直接关系社会效
果，不能机械处理，对于大部分资金用
于生产经营，由于企业亏损造成资金
链断裂，被害人损失较小的，同时被告
人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在量刑时
应从轻或减轻处罚，“放水养鱼”以充
分调动被告人退赃积极性，最大限度
弥补受害群众的经济损失。

——文 彬

7 月 24 日，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
革推进会在深圳召开。会议深入分析
形势，深刻阐释了全面深化新时代司
法体制改革的重大历史意义，系统提
出新时代司法体制改革总体战略，对
统筹推进政法各单位改革任务、加强
改革组织实施、切实做好维护国家安
全和社会稳定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视频会议，
贯彻落实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
会精神。

随着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的不
断深入，从院长到法官，再到其他普通
工作人员，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管理
监督机制的变革中，已经切身感受到
司改带来的改变。然而，改革的成效，
不限于法院系统自身，更在于“是否给
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从
法院在法治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地位
与作用，及司法运行程序看，让人民群
众有更多获得感，当贯穿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全过程，贯穿人
民法院审判执行全过程。

让人民群众在立案之初就充分享
有获得感。人们把立案登记制改革称
为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先手
棋”。一子落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即
扑面而来。多年来困扰人民群众的“三
难”之一——“立案难”得以基本解决，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毋庸置疑。当然，配

套的诉讼服务中心建设、诉讼服务人
员作风的转变，让获得感更为直观、现
实。但不能否认的是，受多种因素影
响，有些法院不能跟上经济社会发展
的步伐，尤其科技的发展步伐，法院软
硬件建设均不能到位，网上立案进展
缓慢。立案大门的敞开，同样导致泥沙
俱下，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
应时而现，既损害了司法权威，也侵害
了他人利益。前述种种，无疑加剧了人
民群众的挫败感，而非获得感。因此，
这方面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让人民群众在法院内部司改效应
释放中享有具体的获得感。司法体制
改革的四项基础性、制度性措施，改在
法院系统，成效却在于全社会的感受
程度。可以说，没有人民群众获得感
的、自说自话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
不成功，甚至是失败的。司法人员分类
管理改革，要让人民群众改变传统的
把法院等同于其他国家行政机关的看
法，认识到法院是国家独有的审判机
关；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改革，要让群众
感受到国家、社会对法官群体特殊的
保护与尊重，让他们不再因对裁判结
果不满把怨气无故洒向法官；司法责

任制改革，要让群众意识到“让审理者裁
判，由裁判者负责”目标的实现，让他们
不再因败诉进市、进省、进京上访告状；
实现人财物省级统管，则让群众排除对
地方干预的心理担忧。除这四项改革举
措外，其他核心改革、配套改革举措，无
不如是。员额制改革，要让群众感受到，
相较以前，法官不再是不少人眼中的“司
法民工”，而是逐步迈向“三化”方向的法
官；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让
群众在诉讼中感受到庭审真正得以成为
诉讼的中心、证据裁判规则得以全面贯
彻、冤假错案得以防范和纠正；人民陪审
员制度改革，要让越来越多的群众以决
定者的身份参与到国家权力的运行过程
中，亲身体验到中国特色的司法民主；设
立新类型巡回法庭，让群众见到“家门口
的最高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划法院，让
群众放下“主客场”的担忧；知识产权法
院，让群众感受到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
的运用和保护、技术创新的激励；互联网
法院，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打官司；执行
机制改革，更是要让人民群众真正体验
到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快感，乃至激动
与兴奋。

让人民群众在司法公开中享有全方

位的获得感。司法公开是现代法治国家
普遍遵循的一项重要司法原则。从立案、
审理，到裁判、执行，进入法院的当事人
需要知晓法院及案件审理运行程序。在
司法公开程度成为评判一个国家法治水
平重要标准的时代，在法治治理体系日
渐完善的中国，诸多无须走进法院的其
他人民群众，因是一个现代法治社会的
公民，时刻关注着法院的改革、完善、发
展。非公开不足以彰显公平正义。确保审
判权在阳光下运行，着力构建开放、动
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对于更
好地让人民群众从司法公开中享有获得
感，重要意义不言自明。依法公开、全面
公开、实质公开，无疑会消除那些法治观
念陈旧、淡薄抱残守缺的与现代法治理
念相违背的人对法院错误的认知与感
受，意义重大。通过司法公开，破除司法
神秘主义，让群众“看见”法院为实现公
平正义的付出与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
人民群众享有的不仅仅是对司法程序认
同与信任的获得感，更会增强对人民法
院、人民法官的理解与支持，增强对司法
权威的尊崇，增强对建设现代化法治中
国信心的获得感。

脱贫攻坚一线对法律服务的需
求远比想象的要大，精准扶贫需要
法治扶贫保驾护航，法治扶贫，大
有可为。

7月中旬，由湖南省司法厅牵头组
织了“法润三湘”公共法律服务志愿活
动。23名司法厅机关工作人员和103名
律师，分别组成 12 个志愿者小分队赶
赴湖南省保靖、泸溪等12个贫困县。

精准扶贫进入攻坚阶段，技术扶贫
让农产品长得好，广告扶贫让农产品卖
得好，成绩喜人，但是问题不容忽视，如
偏重于经济脱贫，发展失衡；扶贫使不上
力，后劲不足，等等。出现这些问题，其实
就是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新发展理
念的理解和执行不到位。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齐头并
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缺一不
可。用法治的力量为脱贫攻坚战保驾护
航，无疑是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强力助
推剂，可谓正当其时。

法治扶贫，帮助农民树立正确的权
利意识。哪些是自己的合法权利，哪些
不是权利，一些农民对此还很模糊，于
是出现了很多不合法治的现象：该维护
争取的权益却放弃了，不该有的权利，
却可能死要面子去争取。法律的权威并

没有在农村得到很好的贯彻，法治扶
贫，就是要补上、补好农民权利意识这
一课。

法治扶贫，可以帮助农民找到正确
的维权方式。和解、调解、申诉、仲
裁、诉讼都是维权方式，维权要讲方
法，讲成本。不当和解，不当追责，达
不到当事人的预期目的。法治扶贫，就
要告诉农民维权的正确打开方法。

法治扶贫，帮助农民确立正确的和
谐理念。农民有了权利意识，也会产生
副作用，如不当维权，谋求个人利益最

大化，阻碍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建
设。当此时，就要帮助农民深刻领会既
要有个人权利意识，又要学会协调、开
放、共享等新发展理念，寻求个人和公
共利益的最佳结合点，让个人和社会实
现双赢。

脱贫攻坚一线对法律服务的需求远
比想象的要大，精准扶贫需要法治扶贫
保驾护航，法治扶贫，大有可为。广大
法律工作者在脱贫攻坚中当好大有作为
的实干者，和谐发展的基础就会更加牢
靠，中国发展的步伐就会更加有力。

法治扶贫大有可为
李云勇

为全媒体直播
“决胜执行难”点赞

楚 仑

本院于2018年6月2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广进申请宣告
杨秀丽失踪一案。经查：杨秀丽，女，1975年5月16日生，汉族，
住安徽省太和县洪山镇大李村委会大李187号1户，身份证号
码：341222197505168221。申请人称杨秀丽于2012年8月离家，
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杨秀丽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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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人杨秀丽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杨秀丽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杨秀丽
情况，向本院报告。 [安徽]太和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涂思琪申请宣告涂艳林死亡一案，经查：涂艳林，
男，1963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于2013年6月11日起，下落不
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涂艳林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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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承办法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直属军事法院，
谢谢）。 [北京]解放军军事法院

本院受理陈茂春申请宣告林丽英死亡一案，经查：林丽英于2011
年5月23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
希望林丽英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
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林丽英死亡。 [福建]福安市人民法院

本院依法受理申请人洪维益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周家军死亡
一案，经查：被申请人周家军（又名周军），女，1970年12月30日
出生，汉族，福建省尤溪县人，原住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城关镇
文公桥1号601室，于1994年2月3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望周家军本人或者知其下落
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后，本院将依法
决。 [福建]尤溪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彩霞申请宣告
吴万才死亡一案。申请人王彩霞称2012年8月18日，申请人丈
夫吴万才在景泰县一条山镇环城路一麦芽厂卸载啤酒大麦后，
与家人失联，2014年9月18日景泰县公安局将吴万才按失踪人
口上报。下落不明人吴万才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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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吴万
才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吴万才生存现状的人，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吴万才的情况，向本
院报告。 [甘肃]景泰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赵瑞浩申请宣告赵裕石
公民死亡一案。申请人赵瑞浩称，赵裕石（男，1917年8月8日出生）于
2001年7月22日在汕头市广厦新城红荔园走失，申请人家属于2001
年7月29日登报寻人，至今已超过17年赵裕石仍下落不明。下落不明
人赵裕石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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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赵裕石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赵裕石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赵裕石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东]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2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廖文宇申请宣告
廖阳明公民死亡一案【案号：（2018）粤1202民特29号】。申请人
廖文宇称，被申请人廖阳明于 2003 年在宋城酒店下班后没回
家，至今没有再回来。下落不明人廖阳明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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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人廖阳明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廖阳明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廖阳明情
况，向本院报告。 [广东]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郑均兴申请宣告郑均
尧公民死亡一案。申请人郑均兴称，被申请人郑均尧（男，1953年4
月8日出生，汉族，原住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濠二村上街2巷5
号，公民身份号码440620195304082336）于2009年从家出走后至今
未回，至今9年时间过去，依然无音讯。下落不明人郑均尧应当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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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郑均尧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郑均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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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尧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东]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2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兰韦军申请宣告
公民韦荣华死亡一案。申请人兰韦军称，兰韦军系韦荣华儿子，
韦荣华于2010年走失，至今下落不明已7年，特申请宣告韦荣华
死亡。下落不明人韦荣华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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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韦荣华
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韦荣华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1 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韦荣华情况向本院报
告。 [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井云申请宣告张晓宇失踪一案，经查：张晓宇下
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张晓
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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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井云申请宣告张晓林失踪一案，经查：张晓林下
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张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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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拜泉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于臻竹申请宣告高艳
春失踪一案。申请人于臻竹称，申请人于臻竹系被申请人高艳春之
女，被申请人高艳春于2015年2月下落不明至今。下落不明人高艳
春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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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高艳春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高艳春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
下落不明人高艳春情况，向本院报告。[黑龙江]明水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付可涵申请宣告马晓花失踪一案，经查：马晓花，
女，1981年出生，身份证号码：23011919811230432x。下落不明已
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马晓花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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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州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万家申请宣告刘冯
敏死亡一案。申请人刘万家称，申请人刘万家与被申请人刘冯敏系
父子关系，被申请人刘冯敏于2001年离家后一直无音讯，2011年12
月27日，申请人刘万家向黄石市公安局下陆分局新下陆派出所报
警，被申请人刘冯敏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刘冯敏应当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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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刘冯敏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刘冯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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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敏
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黄石市下陆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芝兰、王章斌、
王章艳申请宣告王秉元死亡一案。申请人张芝兰、王章斌、王章
艳称，王秉元身患老年痴呆症于2014年元月份走失，家人多方
寻找无任何音讯。下落不明人王秉元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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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人王秉元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秉元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王秉元的
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京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根申请宣告路丽平失踪一
案。申请人陈根称，被申请人路丽平系其母亲，安徽蚌埠人，父亲陈良安于
2003年12月20日在湖北省竹溪县惠湾电站务工时因发生安全事故意外
身亡，申请人陈根系陈良安与路丽平同居期间（未办理结婚登记）的遗腹
子，陈根于2004年6月30日出生后，母亲路丽平于2005年2月20日从湖
北省竹山县溢水镇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申请人随爷爷陈贤庆生活。
下落不明人路丽平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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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路丽平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
落不明人路丽平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路丽平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竹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唐子凌申请宣告李平利失踪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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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李平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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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禾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文仁达申请宣告刘正月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刘正月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
希望刘正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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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武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唐亮亮申请宣告唐细金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唐细金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
希望唐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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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武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倩倩申请宣告彭景梅失踪一案，经查：彭景梅
（女 ，1972 年 4 月 10 日 出 生 ，土 家 族 ，身 份 证 号 码 ：
433125197204103528，住保靖县迁陵镇阿扎河村 98 号）于 2004
年离家出走后，至今没有回家，已下落不明满2年，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彭景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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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彭景
梅失踪。 [湖南]保靖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黄彭申请宣告彭洪英失踪一案，经查：彭洪英（女，
1979 年 2 月 15 日 出 生 ，土 家 族 ，身 份 证 号 码 ：
433125197902151324，住保靖县长潭河乡车湖村一组 17 号）于
2014年12月26日外出务工，没有与家人联系，已下落不明满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彭洪英本人或者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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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宣告彭洪英失踪。 [湖南]保靖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简再田申请宣告唐新娥失踪一案，经查：唐新娥（女，
1991年6月29日生，户籍地邵阳县小溪市乡白毛塘村老院组17号，身
份证号430523199106291129）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唐新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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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2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宋文军申请宣告娄春荣失
踪一案。申请人宋文军称，2015年9月15日晚10时左右，妻子娄春荣（约
44岁）在南京市浦口区泰西路28号金泉泰来苑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下落不明人娄春荣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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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娄春荣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
下落不明人娄春荣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
下落不明人娄春荣情况，向本院报告。[江苏]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本案于2018年7月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海霞申请宣告李文
涛失踪一案。申请人李海霞称，被申请人李文涛于1993年秋失踪，
至今没有任何消息。下落不明人李文涛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
内到本院13楼15法庭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
报的，下落不明人李文涛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李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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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涛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邓杨阳申请宣告苗玉
兴失踪一案。申请人称，被申请人苗玉兴(女，1981年7月25日生，满
族，身份证号码：211481198107256222)系申请人的母亲，申请人父亲
邓伟于2008年7月20日因车祸死亡，母亲苗玉兴于2009年10月离
家出走，至今失联，下落不明已达8年之久。现申请人依法向本院提
出申请，请求贵院依法宣告被申请人苗玉兴失踪。下落不明人苗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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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苗玉兴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苗玉兴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苗玉兴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兴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双金申请宣告蔡石安死亡一案，经查：蔡石安,男，
1976年9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青浦区城东新村23号
301室，身份证号码：310229197609300010，于2010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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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蔡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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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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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直播具有巨大的威慑
和教育作用，能够争取广泛的理
解和支持，增强司法透明度和公
信力。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联合地方法院
举办“决胜执行难”全媒体直播系
列活动，强制执行引来数千万网友
强势围观和纷纷点赞，为决胜“基
本解决执行难”营造了良好的社会
氛围。

全媒体直播具有巨大的威慑和教
育作用。实践证明，“老赖”跟普通
人一样有着正常的社会交际需求和与
生俱来的羞耻之心。通过全媒体直
播，使其“老赖”身份和行为在众目
睽睽之下得以曝光，这对任何人来说
都绝不光彩，对某些人来说甚至是毁
灭性的惩罚。此外，全媒体直播有着
超强的媒体阵容和传播力量，“老
赖”一经曝光，他们会迅速成为“网
红”，彻底体验到一处失信、处处受
限的困窘。特别是针对一些“教科书
式老赖”，他们诚信意识丧失殆尽，
完全无视法律权威，在公众的见证
下，人民法院会以一场“法治公开
课”的形式和标准，生动诠释何谓

“法网恢恢” “作茧自缚”，如此必
将会击碎一些“老赖”的侥幸心理和
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社会上起到巨大
的威慑和教育作用。

全媒体直播能够争取广泛的理解
和支持。理论上来说，能执行兑现的
案件要具备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
这一基本前提，如果穷尽各种手段，
用尽一切措施，仍然发现被执行人一
贫如洗，这便是典型的“执行不能”
案件，同时也是申请人需要承受的市
场风险，因为人民法院并不能保证每
起案件都能够执行兑现，这是不切实
际的，也是不合规律的。通过全媒体
直播，借助真实案例，人民法院向公
众展示“执行不能”案件的特点和成
因，从而正确引导公众区分“执行不
能”与“执行难”的界限，能够赢得
公众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理解。同
时，借助全媒体直播，也能让公众切
身感受到执行工作的不易与艰辛，增
强对执行工作的认同感，有助于在社
会上形成理解执行、尊重执行、协助
执行的良好氛围。

全媒体直播能够增强司法透明度
和公信力。不得不承认，受技术条
件、思想观念以及管理体制的限制和
影响，过去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曾存在
透明度不高、规范化不够的问题，严
重削弱了司法公信力。然而，特别是
司法责任制改革以来，人民法院坚持
问题导向，对症下药，迅速补齐该项
工作短板，目前已逐步构建起全方
位、立体化、有深度的阳光司法机
制，大大增强了执行透明度和公信
力。开展全媒体直播需要勇气、魄
力、决心，然而人民法院现在底气十
足，并且敢于、勇于、善于在公众的
监督之下开展执行工作，不仅能让公
众近距离感受执行，打消思想上的疑
虑，也能展示新时期执行干警的良好
素质和公正形象。同时，全媒体直播
还会邀请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
场监督，这势必也将极大增强执行工
作的民主性，提高执行工作的公信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