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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见义勇为也要顾及个人安危

近日，《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
人员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提
交江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这次修改，对见义勇为概念的
内涵和外延进行重新界定，原来在概括
见义勇为的概念时，基本都会有类似

“不顾个人安危”这样的表述，而最新修
订的《条例》，则删除了“不顾个人安危”
的字样。

这是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也是对每
个人生命权利的最大尊重，同时还体现
了生命权利平等的原则。把“不顾个人安
危”纳入见义勇为的概念，当然体现了一
种勇于奉献和牺牲的精神，有可取之处。
但是具体到实践中，这样的“不顾个人
安危”也会带来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最常见的就是未成年人面对突发火灾、
有人溺水等等情况，“不顾个人安危”去
营救，结果因为自身能力有限，极有可能
没有帮助到别人，反而导致自己陷入困
境，甚至是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见义勇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中剔
除“不顾个人安危”，强调对生命的敬畏
和尊重，既肯定大义凛然、不怕流血牺牲
的见义勇为，更鼓励、倡导科学、合法、正
当的见义智为。当然，“顾个人安危”和

“施他人援手”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不能
共存的，我们希望的只是在顾好个人安
危，尽最大限度避免自身健康和生命安
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对别人施以援手，
这才能体现对生命的尊重，体现生命权
利平等的原则。

——天 歌

微言大义

观点

短评

给网络短视频装一个全景“监控器”
秦 平

法治时评 ▷▷

各种形式的大学习、大调研、大提升活动的开展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
问题导向，理清并补齐各种短板，锻造崇高精神，才不至于落入“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因小失大”的怪圈。因此，如何在大学习大调研大提升中学会
“捡西瓜”便显得尤为重要。

新时代法官应掌握“捡西瓜”的技艺
余向阳

良好的社会秩序需要社会活
动参与各方的共同维护。只要依
法合规，执法者自应当仁不让，
而民众也应尽到法定的配合义
务。依法执法，就是最好的文明
执法。

近日，一段上海交通警察“教科
书式”现场执法的视频引爆朋友圈。
民警对涉事男子三次口头警告后，使
用催泪喷雾及警用器械将该名男子控
制，并告知围观群众上传视频可以但
不可断章取义。这一系列文明规范执
法的举动，展示了新时代政法工作新
风貌，也彻彻底底回应了人民群众对
文明规范执法的新期待。

为何称之为“教科书式执法”？
一是有法可依。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车
辆须领取号牌、行驶证方准行驶，在
领取正式号牌前需要移动或试车的，
需申领移动证、临时号牌或试车号牌
并按规定行驶。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
理条例，上路行驶的无牌机动车，交
通民警有权要求驾车人出示相关证
件配合检查。二是程序规范，涉事
男子拒绝出示证件，妨碍警察执
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
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 第七条的
规定，遇到以暴力方法抗拒或者阻
碍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袭击人
民警察等情形，人民警察经警告无
效的，可以使用警棍、催泪弹等驱
逐性、制服性警械。视频中交通民
警的言语及处置流程完全符合 《公
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
行为操作规程》 的规定，可谓有理
有据，果断高效。三是执法文明，
违法人员被带上警车后，民警告诫
围观拍摄者：你拍 （视频） 可以，
也可以上传，但是你不能掐头去
尾，否则要自己承担责任。面对自
媒体镜头，执法人员以法律文明提
示，取代了对摄像器材的“强制收
缴”，更是激发了网友点赞的热情。

曾 几 何 时 ， 受 到 个 别 暴 力 执
法、野蛮执法等不规范行为的影
响，加上一些断章取义内容的推波
助澜，导致了公众对执法行为的偏
见。诸如“城管来了”“警察打人”
等对抗情绪，逐渐取代了公允的判
断与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在“人
人都是麦克风，处处都是摄像头”的
自媒体时代，甚至出现了围观执法、
举牌执法之类的尴尬场景。在日新月
异的法治社会，如何通过文明规范执
法，让执法人员有底气，让人民群众
有信心？这条教科书式文明规范执法
视频，则给出了满分答案，它教会了
执法者如何执法，教会了行政相对人
及围观者应该如何配合执法。视频
中，当值民警在对拒绝配合的男子进
行反复严厉的释明同时，警告围观
者：无关人员闪开！放弃抵抗，否则
使用武力！甩棍亮出的同时，气焰嚣
张的帮腔者瞬间哑火并本能的后退了
几步，而周围围观的群众也没有一拥
而上聚众喧闹，反倒是保持了应有的
克制。这印证了这样的逻辑，即执法
者的行为于法有据、先礼后兵，有礼
有节的同时自然就会有力。也正是通
过司法行政机关文明规范执法水平的
不断提升，带动人民群众的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进而
促进了法治公信的树立和强化。

辱骂“假交警”被拘的法律警示

近日，在甘肃会宁，一男子踢打和辱
骂路边仿真交警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
中男子因寻衅滋事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辱骂“假交警”也会被拘留，不但对杨某
是一个深刻教训，对社会公众也有生动
现实的法律警示意义。

首先，文明安全驾驶是应有之义，酒
驾、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非但存在严重
的交通安全隐患，也触及违法乃至犯罪，
警方查处酒驾完全是积极履职的正当合
法之举，也是维护社会正常交通秩序，保
护驾乘人员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必要
之举、公益之举，任何人都应对此理解、
认可、支持和配合，绝不该为泄一己之私
愤，而诋毁、破坏交警正常的交通执法行
为，否则将会成为社会“公敌”并受到法
律的惩处。

第二，现代汽车社会，也应是文明法
治社会，“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但
应成社会共识，更应成为每位驾驶人员
的内心“铁律”，不但对酒驾、醉驾等不良
行为不敢为，也要做到不想为、不愿为，
让文明安全驾驶不仅仅成为习惯，也成
为内心信仰。

第三，文明安全驾驶作为习惯和信
仰，不仅仅表现在拒绝酒驾、醉驾，积极
支持配合交警执法上，也表现在交警在
与不在一个样，真交警、仿真交警一个
样，不能面对真交警执法不敢为，面对仿
真交警、“假人”就原形毕露，毫无遵章守
法和文明素养可言。事实上，仿真交警标
识虽然是“假交警”，却是真交警的形象
代表，同样起到提醒、警示、监督文明安
全驾驶的作用。对“假交警”不敬，就是对
真交警不敬，对仿真交警踢打和辱骂，也
同样是一种“辱警”行为。杨某被依法行
拘，其最鲜明的警示启迪意义，就是要敬
畏法律，尊重交警部门交通执法行为，养
成文明安全驾驶的良好习惯乃至内心信
仰。 ——符向军

当前，全国上下正在掀起学习贯
彻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在全党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重要指示精神的
热潮，并为此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大学
习、大调研、大提升活动，法院系统
也不例外。可以说，这种大学习、大
调研、大提升活动对全面提升新时代
人民法院新形象，开创新时代人民法
院工作新局面，全面提升法官整体素
养，进一步提高为民司法水平，促进
司法公正将产生极大作用。但值得一
提的是，活动的开展必须从实际出
发，坚持问题导向，理清并补齐各种
短板，锻造崇高精神才不至于落入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小失大”
的怪圈。因此，如何在大学习大调研
大提升中学会“捡西瓜”便显得尤为
重要。

一是必须养成学习调研的习惯。
俗话说习惯成自然，学习调研不能

“小猫钓鱼”，也并非一日之功。法官
的工作特质在于行使司法裁判权，法
官需要依据现存的证据对既往已经发
生的争议事实进行认定，需要在纷繁
复杂的规范体系中选择适用法律并判
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即所谓“心中充
满正义，目光往返于事实与规范之
间”，司法活动因而具有相当的专业
性和复杂性。可以说，当下的法官是
一个高度知识化、专业化的职业。在
新时代的背景下、在循序推进的司法
体制改革洪流中，法官精英化是一种
趋势，精英化需要法官个体精神的深
度积淀和长足发展。唯有养成学习调
研习惯，使学习调研成为一种工作乃
至生活方式，不断地在学习中调研，
在调研中学习，方能成就学习调研之
功。

二是必须正视自身的短板。在
《欧阳文忠公文集·归田录》中记载
了一则大家耳熟能详的关于“卖油
翁”的故事。细细品味这则故事，主
人翁之一的陈尧咨最致命的“短
板”，就是缺乏“短板思维”。业绩上
存在短板，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
射箭仅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成功率，离

“百发百中”的神箭手已不是“最后
一公里”的短距离了。而他在思想
上，更是存在短板，其始终没有看

到，自己虽然处于射箭技艺的“高
原”位次，但还远未达到“高峰”的
位置，居然就当起了“井底之蛙”，
对自己目前的成就飘飘然、茫茫然。
反思当下的法官群体，其最大的短板
就在于思想短板和释法短板。思想短
板就是难以使自身的司法活动时刻做
到与时俱进，回应群众和社会对正义
的期待；而释法短板主要体现在面对
海量上升的各种案件，为了及时完成
压力巨大的审判任务而陷入机械办案
的泥沼，以及办案中对司法解释的过
分依赖，遇到争议问题时不善于运用
学识经验去答疑释惑，而习惯于从法
条和司法解释中机械寻找“答案”。
不可否认，有一种现象在实践中已司
空见惯：每当有新的法律出台，或者
法律经立法机关重新修改后，或者在
个案裁判中遇到法律适用的困惑时，
很多法官首先想到的是最高司法机关
有无相应司法解释出台，什么时候出
台司法解释。缺乏通过法律解释、漏
洞补充、法律拟制、法律推理等司法技
术弥补成文法局限并作出让当事人和社
会感到由衷信服的司法裁判的能力，使
自己成为流水线上的“司法民工”而非

“司法工匠”，更非精英法官。这其实就
是只盯住“芝麻”，看不见“西瓜”的
表现。所以，上面那则“卖油翁”的故
事提醒我们广大法官，学习调研应当永
远在路上，而反省和进取则应当是进行
时，要牢固树立短板思维，发现短板、
克服短板、超越短板，始终做到“大其
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
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
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

三是必须怀抱真诚科学的学习调
研态度。当前的时代已进入网络化、
信息化，这个时代给大家带来了学
习、阅读的便利，足不出户就可以与
全世界的信息连接；但对人们的学习
和调研来说，这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危
险的时代，因为在巨量的堆积如山的

信息面前，所有人都难以解脱，一不
小心就会被它埋葬。所以，法官的学
习调研要力戒碎片化与表面化，必须
坚持学习的整体化、系统化、经典化，
坚持调研“接地气”的充足化，才能使
学习调研取得扎实的功效，这其中真诚
科学的学习调研态度显得尤为重要。因
为只有抱着真诚科学的态度，才能真正
实现学懂、弄通、做实。随着经济的日
趋发达、社会的日益复杂，法律关系随
之多元化、复杂化，法律也随之专门
化、技术化，加之有限的法律规范常常
难以适应无限的社会矛盾纠纷，即使最
先进最发达的立法未必能充分满足社会日
益增长的司法需求。面对司法产品的消费
者，法官就是生产者，必须善待当事人，
真正把老百姓装进心中，真正为老百姓着
想。尤其是要注重解决“法度之外，情理
之中”的事情，这要求法官必须具备高超
的专业理论和人文素养。因而，法官的学
习不仅仅局限于法律，还包括哲学、文
学、科学、美学、历史、社会学、经济
学等等，而每一门学问，只有真诚地进
入，久久为功方见成效，才能避免让碎
片化堵塞脑子，才能感受到知识的无
穷魅力。

四是必须在学习调研中锻造个体
精神和修养。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步
入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各种矛盾和
问题显现，机遇和挑战并存，司法工
作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
用、影响更加凸显。进一步深化司法
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
主义司法制度，具有特别重大的意
义。落实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
是新时代赋予人民法院的神圣使命，
广大法官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勇于改革、敢于担当是当代法官
理应具备的品格。新时代视域下，担
当改革重任的基础在于法官个人精神
的培育及自我修养的提升，根本实质
还落在扎实的学习和调研上，也唯有
大学习和大调研才能够谋求大提升，

才能够锻造良好的人格、人品，才能够
激励并指引事业的发展。个人精神体现
为一种向上的、立志有所作为的精神状
态，个人精神的构建需要坚强意志、坚
定信念，从而引领个体的成长进步。长
久以来，知识来源于学习和积累，知识
造就专业。就法官而言，所学习积累的
法律知识以及广博的社会知识须臾离不
开好学和调研，也唯有如此才能够不断
丰厚个体精神和职业素养。

五是必须在学习和调研中锻造家国
情怀。法官的每一项司法活动，乃至法
官的一言一行，从司法精神和国家制度
层面来看，均关乎着国家和人民利益，
关乎着国家司法的形象，进而关乎着国
家的整体形象。因而，法官的家国情怀
是对一个新时代合格法官的基础素养要
求，而家国情怀的养成和升华只有在不
断地学习和调研中方能锻造。“家国情
怀”一词看上去有些抽象，但它却蕴含
着十分丰富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古
往今来，深明大义的司法者，无不通过
一言一行生动和形象地告诉我们何为家
国情怀。二战结束后出任国际法庭法官
的梅汝璈先生在“东京审判”中，就以
他的实际行动和崇高品质，维护了国家
利益和民族尊严，向我们诠释了家国情
怀的真实含义。正如他在 《关于谷寿
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
中所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
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
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
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对法官来说，家国情怀首先是一种爱国
情怀，是法官对国家、民族挚爱之心的
由衷诠释。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责任。它具
有强大的感召力，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强
大精神力量，早已扎根于每一个中华儿
女的心中。而家国情怀实际上就是要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倡导爱国爱家，要报
效国家，忠诚为国。这正所谓“一片丹
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忠家。”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依法执法就是
最好的文明执法

张鸿浩 付 金

庄敏、陈海昌、庄明、蒋俊杰：本院受理原告郭卫星等诉被告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庄敏、陈海昌、庄明、蒋
俊杰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案号为（2018）粤 03 民初
14-18、20-22、24、62、167、175-176、184、191、195-198、201-
202、204-208、210-213、215、218、223-236、244-245、591、635、
638- 646、648- 663、666- 674、676- 685、687- 705、707 －722、
724-727、730-733、773、802、825-826、843、1022、1025-1038、
1041- 1049、1051- 1056、1059- 1063、1065- 1071、1076- 1094、
1109－1113、1115－1122、1124-1137、1197-1221、1224-1228、
1413、1472-1473、1506-1515、1520、1523-1531、1534－1541、
1543- 1544、1546- 1573、1575- 1576、1583- 1603、1843、1855、
1857- 1860、1863、1866- 1868、1872- 1877、1880- 1881、1884-
1888、1909- 1938、1941- 1961、1967- 1999、2001、2003- 2024、
2027- 2033、2039- 2043、2048- 2077、2155、2249- 2258、2280-
2281、2308、2444- 2447、2495- 2503、2506- 2520、2536- 2549、
2557- 2571、2578、2580- 2588、2591- 2611、2624- 2633、2637-
2646、2648- 2657、2659- 2668、2670- 2679、2681- 2690、2692-
2698号。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交换通知书、传票、证据等材料。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11
月15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一审判庭进行庭前会议和证据交换，
并于2018年11月16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12月14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
强清54-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广州市东建南洋经贸发展有
限公司对广州市啄木鸟卫生防疫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啄水鸟公
司”）的强制清算申请，井指定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担任啄
木鸟公司清算组，负责人为鲁尚君。现清算工作已结束，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0日作出（2017）粤01强清54-2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啄木鸟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

广州市啄木鸟卫生防疫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本院根据库尔勒腾飞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的申
请，于2018年7月19日裁定受理库尔勒腾飞物业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新疆天雪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
人。该公司债权人应于 2018 年 9 月 5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地址：新疆库尔勒市延安路海滨商业城三栋16楼；邮政编码：
841000；联系人：王瑜遥；联系电话：18999003699）。逾期申报，在
清算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清算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
按照同类债权清偿条件行使权利。该公司的债务人及财产持有
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
于2018年9月7日上午10时在新疆天雪律师事务所召开，请准
时参加。出席会议时，法人或其他组织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
件，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库尔勒腾飞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的申请，于

2018年7月19日裁定受理库尔勒腾飞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清算
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新疆天雪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该公司
债权人应于2018年9月5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新疆
库尔勒市延安路海滨商业城三栋16楼；邮政编码：841000；联系
人：王瑜遥；联系电话：18999003699）。逾期申报，在清算计划执
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清算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同类债
权清偿条件行使权利。该公司的债务人及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9
月7日上午10时在新疆天雪律师事务所召开，请准时参加。出席
会议时，法人或其他组织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件，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7月
23日裁定受理常熟市宇虹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上
海市金茂（昆山）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请你在2018年9月10日
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苏省昆山市黑龙江北路8号御景园2
楼上海市金茂（昆山）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215300；联系人：董

珺；联系电话：13862607249；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
//pccz.court.gov.cn】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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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2018年9月18
日13时30分在江苏省常熟市新世纪大道81号中汇戴斯大酒店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准时参加。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7日裁定受理常熟大酒店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指定江苏百年东吴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常熟大酒
店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9月7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
址：江苏省苏州市养育巷151号苏州商务大厦413室；联系人范
政；电话：18862112239；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
gov.cn】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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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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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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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大
酒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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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9月19日下午13时30分在江苏
省常熟市新世纪大道81号中汇戴斯大酒店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张家港保税区澳丰毛纺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经清算其破产财产已由管理人按本院裁定的分配方案分配
完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本院于2018
年7月10日作出(2016)苏0582破11-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
结破产清算程序。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江苏神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6年8月3日做出(2016)鲁0891民破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
理被申请人济宁远征电源有限责任公司重整一案，并于当日指
定山东中昊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因重整方案未能通过，本院
作出(2016)鲁0891民破3号之三民事裁定书，终止债务人济宁远
征电源有限责任公司的重整程序，宣告债务人济宁远征电源有

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查明:截止2016年7月31日济宁远征电源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的 资 产 总 额 76373982.64 元 ，负 债 总 额
154362984.27元，所有者权益总额-77989001.63元，资产负债率
为202.11%。本院认为被申请人济宁远征电源有限责任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破产条
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
院裁定宣告被申请人济宁远征电源有限责任公司破产。同时本
院依据管理人的申请决定召开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并定于2018
年8月16日上午10时在凯赛国际酒店五楼会议室召开(地址:济
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崇文大道凯赛大桥东100米路南)，请各
债权人准时参加。 [山东]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徐葵娟、陈昌余、王云芬、薛月青、芦惠珍、陈刚、孔
爱娜、赵密娟的申请于2018年7月13日裁定受理宁波一休服业
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13日指定浙江红
邦律师事务所为宁波一休服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宁波一休
服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8月30日前，向宁波一
休服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县大道
1288 号南苑环球酒店 15 楼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315000；联系电话：0574-87409010、13566597685）申报债权。书
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债权人可到上述管理人处进行申报，也可邮寄至管理人
通讯地址进行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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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一休服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一休服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9月5日下午14时30分在浙
江省宁海县跃龙街道中山东路121号宁海县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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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7年12月12日，本院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德清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德清金鱼岛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被申请人德清金鱼岛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于2009年5月8日在德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注

册资本为55.6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位于浙江省
德清县禹越镇木桥头村。德清金鱼岛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管理
人经过审计认为，德清金鱼岛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现无资产，未
清偿债务共计4笔，总额为人民币24534054.83元，明显缺乏清偿能
力，并且不存在重整、和解的情形，依法申请宣告德清金鱼岛生态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本院认为：德清金鱼岛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已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符合法定破产
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107条的规定，
裁定如下：宣告德清金鱼岛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本裁定自
即日起生效。 [浙江]德清县人民法院

2017年10月9日，本院根据贺海平、叶乾浩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
市北仑佳怡制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市北仑佳怡制衣有
限公司已被管理人确认的债务金额为4280823.20元，目前该公司名下
无可用于清偿破产费用和债务的资产，处于严重资不抵债状态，符合法
定破产条件。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
百零七条之规定，于2018年7月2日裁定宣告宁波市北仑佳怡制衣有
限公司破产。 [浙江]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3日作出（2018）渝05
破申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重庆华瑞祥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指定由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6月4日指定重庆海力律师
事务所担任本案管理人。重庆华瑞祥机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8年9月12日前向重庆华瑞祥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重
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未来国际大厦23楼重庆海力律师事务所；
联系人：陈委希，联系电话：18623368073；联系人：覃旭，联系电话：
17783974936；联系人：王黎，联系电话：15310881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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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重庆华瑞祥机械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的持有人，应当向重庆华瑞祥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移交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9月21日上午9时30分，在
本院406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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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和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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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建立健全举报投诉受理
机制，为网民的举报投诉提供便
捷的通道。唯有补足监管短板、
增强平台社会责任、激发受众参
与监管，才能拨正网络视听航
向，才能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
间。

近日，针对当前一些网络短视
频格调低下、价值导向偏离和低俗
恶搞、盗版侵权、“标题党”突出等
问题，国家网信办会同工信部、公
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等五部
门，开展网络短视频行业集中整治，
依法处置一批违法违规网络短视频平
台。

穿着暴露的少女，暧昧的语言和

动作……借着时髦的声光电，这些短视
频逐渐成为平台和网站的“吸睛”筹
码。如此之火，以至于有人感叹“短视
频就像毒药一样让人欲罢不能”。调查
显示，2017 年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
超 2.4 亿。只是这些短视频涉及色情、
暴力、血腥，给青少年也造成了严重不
良影响。前段时间武汉就有一名男子模
仿短视频里“高手”的高难度动作，导
致两岁女儿严重受伤。

补足监管短板。短视频虽短，但监
管绝不能“短”。依法关停“内涵福利
社”“夜都市Hi”“发你视频”等3款网
络短视频应用并应用商店下架，就是国
家网信办履行监管职能的体现。既要治
标更需治本，根治短视频问题还需更加
深入、精细的监管措施。陕西跟踪记录
并汇总共享企业违法违规和执法信息，

推动落实对失信企业融资上市、网络支
付等方面的惩戒措施，就是加强监管的
一个有益尝试。

履行企业责任。社会责任重于经济
利益，这应成为互联网企业的底线。短
视频 APP 赚高人气固然无可厚非，但
却不能逾越底线，网络内容也应传播正
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这份责任和担
当，关乎网络视听文化的生存和发展。
事实上，对于网络视听企业而言，可以
尝试借鉴高端传统视听节目，吸收有益
有趣的内容，如此既能兼顾大众化传播
和视频内容质量提升，也可以体现更多
人文价值和社会意义。

激发受众参与。网络连着你我他，
空间清朗靠大家。受众既是不文明短视
频的直接受害者，也可以成为短视频乱
象治理的“中坚力量”。就现实而言，

对于数量庞大的短视频，仅凭监管部门
和平台的力量很难完成监管，需要动员
网民参与到监管中来。在通过立法等手
段加大相关网络视听产品设计者、传播
者、经营者违规成本同时，必须建立健
全举报投诉受理机制，为网民的举报投
诉提供便捷的通道。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
园，让这个家园清新宜人，已经成为了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
指出：“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
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
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而
今逾越底线的短视频伤己伤人，对于网
络空间而言也是一种莫大伤害。唯有补
足监管短板、增强平台社会责任、激发
受众参与监管，才能拨正网络视听航
向，才能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