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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8月10日（总第7437期）

本院根据申请人忻城县隆达投资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
5月18日裁定受理申请人忻城县隆达投资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
案，并于 2018年 7月 19日指定广西广合律师事务所为申请人忻
城县隆达投资有限公司的管理人。申请人忻城县隆达投资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8年 9月 14日前，向申请人忻城县隆达投
资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广西广合律师事务所（申报地址一：广西南
宁市五象大道 399 号龙光国际 2 号楼 29 楼全层，邮政编码：
530200，联系电话：0771-5516950；申报地址二：广西忻城县城南
新区忻城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邮政编码：546200，联系人：
④梁小飚，电话13877161112；④黄芳琳，电话18174700693；④廖
海珊，电话 15677179881；④李晟，电话 1867718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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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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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城县隆达投资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忻城县隆达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广西广合
律师事务所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
9月28日上午9时30分在广西忻城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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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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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提交律师事务的指派函。 [广西]忻城县人民法院

济南旺岳商贸有限公司、赵永岱、王俊、王之泉、王玉莲：本
院受理济南市鲁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 0102民初 2281号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2018年 11月 14日上
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邵玲玲、韩金柱：本院受理济南市鲁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鲁0102民初5419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原告证据。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
于2018年11月3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方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皖1126委评字第36号选
择专业机构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包括评估、拍卖程序中其它法律文书）。
自本公告登载人民法院报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自公
告送达之日起第3个工作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立案庭司法鉴定处
（一楼107室）组织各方当事人依法选择专业机构，请你准时参加。本院
司法鉴定处电话：0550-6363119。 [安徽]凤阳县人民法院

张利红：本院受理申请人黄闻阳与被申请人张利红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申请人黄闻阳向法院申请对（2014）安民一初字第1167号
民事判决书所判利息进行司法鉴定，现向你公告送达鉴定有关事宜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并于送达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到本院技术科参与选择司法鉴定机构，经过15日次日上午
9时在本院司法技术科公开对该案标的物进行听证。听证会后10日
内到本院执行局领取该评估报告。逾期则视为你放弃此项权利，本
院将依法缺席办理评估相关事宜（注：本公告所确定日期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 [河南]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新兴县六祖镇横水
村民委员会东朗村民小组申请认定财产无主一案。申请人称，村
民冯康乾（身份证号：442828194207094318），2017 年 12 月 11 日
因病去世，生前属于“五保户”，由申请人供养，死后也由申请人
负责料理后事。因此，申请人请求本院认定：1．冯康乾名下的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新 兴 县 支 行 账 号

6228413504504322374的存款为无主财产；2．冯康乾名下的云浮市
社会保障卡（卡号：6217975800095738678）的保障金存款为无主财
产；3、上述两项财产归申请人集体所有。凡认为对该财产具有所有权
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请认领，
并提供具体的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无人认领的，本院将判决
认定该财产无主，收归申请人集体所有。 [广东]新兴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声海申请认定财产无主
一案。申请人张声海称，顾振华系其大嫂，于1917年12月6日出生，祖籍
浙江绍兴，1937年迁来杭州，于1996年10月11日去世，未留遗嘱或遗赠
扶养协议。其丈夫张九安于1939年去世。与丈夫张九安育有两个子女，均
夭折。顾振华的父母与兄弟姐妹在顾振华来杭后已无联系，均先于顾振
华死亡。1966年，顾振华回到杭州，由张声海支付生活费，受其接济帮助。
1992年，经杭州市上城区政府和杭州市民政局批准，顾振华由杭州市第
一社会福利院负责照顾，直至1996年过世。申请人认为顾振华既无法定
继承人，又无遗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申请人一直照顾、赡养顾振华，给予
经济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慰藉，持续将近50年。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对于
继承人以外的人对被继承人尽了较多的扶养义务的人，给予他们分得适当
遗产的权利。杭州市上城区惠民苑1幢2单元403室、9幢1204室、长明寺巷
22幢5单元502室、近江七园11幢2单元201室为张声海与张孔武、张月华、
顾荫萃、张扬、顾振华共同共有。上述房屋为张声海与张孔武、张月华、顾荫
萃、张扬、顾振华因杭州市上城区扇子巷111号（新69号）房屋拆迁安置取
得。以上房产中属于顾振华的份额，处于无人继承状态，为了尽快确定顾振
华遗产的归属问题，故申请人向本院请求认定顾振华的遗产为无主财产，并
判令归申请人所有。凡认为对上述4处房产中属于顾振华份额具有所有权
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请认领，并提供
具体联系地址和联系方式，逾期无人认领的，本院将判决认定财产无主，收
归国家、集体所有或判归申请人所有。[浙江]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金艳申请宣告陈文玉死亡一案，于 2018年 4月

10日在人民法院报发出寻找陈文玉的公告，法定公告期为 3个
月，现已届满，陈文玉（身份证号码：220324198111012018）仍下
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并于2018年6月9日作出（2018）辽72
民特78号民事判决书，宣告陈文玉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孙洪芬申请宣告袁洪伟死亡一案，于2018年4月26日

在人民法院报发出寻找袁洪伟的公告，法定公告期为3个月，现已届
满，袁洪伟（身份证号码：133023197706273616）仍下落不明，本案已
审理终结。并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辽72民特82号民事判决
书，宣告袁洪伟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张霞申请宣告张奇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张
奇，男，1966年4月7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户籍住址：宁夏回族自治
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世纪大道丽日小区二区19-3-101号，身份证号：
152921196604071137。被申请人张奇于1997年3月离家出走至今未
归，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被申
请人张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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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沈文明申请宣告沈建康死亡一案，经查：沈建
康，男，生于1979年2月10日，汉族，农民，住陕西省勉县定军山镇左
右所村十组，于1994年5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为1年。请沈建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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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郭西泽申请宣告郭天奎死亡一案。申请人
郭西泽称，郭天奎于2015年7月28日下午13时在长江水域游泳
时不幸被浪卷走，不见踪影。下落不明人郭天奎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3个月之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
报的，下落不明人郭天奎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郭天
奎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郭天奎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四川]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2018）闽02清申3号
民事裁定书，受理李金华对天熹（厦门）动漫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熹公
司”）的清算申请，并于2018年7月26日指定由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人员组成天熹（厦门）动漫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天熹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并就申报债权提供证明材料。天
熹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清算组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清算组定于2018年9月28日上午9时整在厦门市中级
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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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他组织的，由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或其代理人出席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由本人或代理
人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提交完整代理手续。天熹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清
算组移交天熹公司财产、印章、证照、账簿和文书，以及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财务会计报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说明等
相关材料，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清算组联系人：王锦隆；联系电
话：13599542608；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666号海翼大厦A栋16
层）。 天熹（厦门）动漫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2018）闽02清申
4号民事裁定书，受理厦门海峡导报发展有限公司对厦门同智堂营
销代理有限公司（下称“同智堂公司”）的清算申请，并于2018年7月
26日指定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人员组成厦门同智堂营销代理
有限公司清算组。同智堂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
算组申报债权，并就申报债权提供证明材料。同智堂公司的债务人
或财产持有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清算组定于2018年9月29日上午9时整在厦门市思明区厦禾
路666号海翼大厦A栋16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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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他
组织的，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代理人出席会议；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由本人或代理人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
提交完整代理手续。同智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清算组移交同智堂公司财
产、印章、证照、账簿和文书，以及债务清册、债权清册、财务会计报
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说明等相关材料，
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清算组联系人：王锦隆；联系电话：
13599542608；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666号海翼大厦A栋16
层）。 厦门同智堂营销代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结婚证一本，持证人陈谋锋，发证机关：长乐市鹤上镇人民政府，发
证日期：1999年12月15日，结婚证字号：闽长婚鹤字第99508号，因系原
告本人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福建]长乐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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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职能
作用，推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指导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
见》，制定如下意见。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
强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
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责任感、
使命感

1.深刻认识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
肩负的历史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赋予海南
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的使命，是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
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有利于完善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加快推
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把海南建设
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亮
点。各级人民法院要始终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
新发展理念，准确把握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战略定位、基
本原则和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司法职
能，依法公正高效审理相关案件，深
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智慧法院建
设，不断提升司法能力和水平，为把
海南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
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
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2.找准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切入点、结合
点。坚持法治思维，聚焦服务保障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的重点领域，
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及时
制定司法政策、出台司法解释、完善
工作机制，确保决策科学、执行有
效。增强大局意识，建立健全统一协
调机制，充分发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
巡回法庭职能作用，确保各项工作协
同、高效。完善审判机制，创新工作
方法，提高审判质效，提炼裁判规
则，统一裁判尺度，切实提高司法服
务保障能力和水平。

二、充分发挥司法职能，推
动海南构建法治化、国际化、便
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
一的市场环境

3.加强刑事审判，严厉打击影响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各类刑事犯罪。依
法惩治各类刑事犯罪，特别是走私、洗钱、
逃税、非法集资等涉及海南改革开放重点
领域的经济犯罪，维护市场秩序，保障社
会稳定。

4.加强行政审判，依法支持政府职能
转变。支持海南法院探索行政案件跨区
域集中管辖，依法服务保障行政体制改
革，推动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改革，助力政府提升治理能力。依法支
持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实行高
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对
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
单管理制度。依法审理自由贸易试验区
内民生社保、内外贸、投融资、财政税务、
金融创新、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行政案
件，服务建设更加灵活的政策体系、监管
模式和管理体制。

5.加强民商事审判，服务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加强产权保护，依法支持政务
诚信和营商环境建设。依法审理不正当
竞争和垄断案件，维护统一市场和公平竞
争。依法审理涉农垦项目和国有农场改
革的案件，推动垦区集团化、农场化改
革。妥善处理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相关的
案件，服务相关改革政策落实落地。依法
审理种业、医疗、教育、体育、电信、互联
网、文化、维修、金融、航运等重点开放领
域的民商事案件，推动现代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依法审理
合同纠纷案件，促进公平交易。依法审理
公司纠纷案件，鼓励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
创新创业。依法审理涉军案件，促进军民
融合发展。

6.加强海事审判，服务海洋强国战
略。探索创新海事审判机制，依法对我国

管辖海域行使司法管辖权。创新海洋维
权审判工作，积极稳妥审理涉及航运、渔
业、海上救助、海上能源储备等重点基础
设施建设的海事案件，加强南海维权，支
持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建设。依法
审理有关邮轮运输、南海岛礁建设、海洋
环境保护、海洋资源开发、海上通道安全
等案件，支持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促进
海洋经济发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维护
国家海洋权益。

7.加强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依法审理涉及航天科技、深海
技术等领域的知识产权案件，支持海南建
设航天领域重大科技创新基地和国家深
海基地南方中心。妥善审理涉及植物新
品种案件，保障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
设，支持海南建设国家热带农业科学中心
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
妥善审理涉及医疗新技术、新设备、新药
品的知识产权案件，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依法审理涉及网络文化、游戏动漫、影视
制作、虚拟现实、电子竞技等数字产业方
面的知识产权案件，推动数字创意产业发
展。深化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支持海
南设立知识产权法庭，支持建设中国（海
南）国际知识产权交易所，更好发挥司法
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

8.依法审理金融案件，服务防控金融
风险。依法审理借款担保纠纷、票据纠
纷、信托纠纷等案件，妥善处理因资产管
理等引发的金融纠纷，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规范金融创新行为，维护金融市场秩
序，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依法审理涉外
金融案件，准确认定规避国家外汇管制政
策的跨境投资行为法律效力。依法审理
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规范发展互联网金
融。依法审理涉及独立保函、新型融资、
跨境担保、外资投资银行、保险、证券等金
融领域案件以及人民币业务等新型金融
案件，促进投融资创新以及人民币国际
化。

9.依法妥善处理旅游纠纷，支持海南
提升旅游消费服务质量，促进旅游消费国
际化。建立旅游纠纷集中审判机制，探索

国际旅游纠纷速裁程序，依照法律规定，
参考国际通行规则，妥善审理旅游合同纠
纷和侵权纠纷，促进提升旅游设施和旅游
要素的国际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为海
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提供司法服务
和保障。

10.加强环境资源审判，用最严格的
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

“绿色、循环、低碳”理念，适应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建设实际需要，推动环境司法体
制机制创新。依法审理自然资源权属争
议，维护资源开发利用秩序，规范自然资
源交易流转制度。贯彻生态环境监管体
制改革要求，依法审理自然生态空间确权
登记等案件，推进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制度
实施，加强国有自然资源产权保护。发挥
司法的教育引导功能，加大环境司法宣传
力度，培育社会公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
识，推动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产
生活方式。

11.加强涉外商事审判，推动形成全
面开放新格局。创新涉外商事案件审判
方式，完善送达、公证认证等诉讼程序，拓
宽外国法查明途径，正确适用冲突规范，
准确适用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和外国法
律，加强司法协助，依法承认与执行外国
法院民商事判决和外国仲裁裁决，平等保
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国际交
易秩序，推动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12.加强前瞻性问题研究，妥善审理
新类型案件。依法审理涉及国际能源、航
运、大宗商品、产权、股权、碳排放权等案
件，促进新型交易模式健康发展。依法审
理自然资源有偿使用、森林经营等新类型
案件，支持海南在建立完善自然资源资产
产权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等方面先行探
索。依法审理涉及知识产权证券化、知识
产权信用担保、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
际赛事即开彩票等新类型案件，为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改革创新提供优
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13.加强执行工作，保障胜诉当事人
及时实现权益。在推进“基本解决执行
难”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执行工作长效
机制，转变执行管理方式，创新执行工作

方法，强化执行规范化建设。加大失信
联合惩戒力度，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

三、支持建立多元化国
际商事纠纷解决机构，发挥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用

14.支持建立国际争端调解机构，
发挥调解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的作
用。完善诉调对接平台建设，充分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在线调解、在线司
法确认等，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效力。加
强“一站式”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特别是
在旅游、养老、道路交通、医疗卫生、涉
外商事等领域，发挥各类调解组织的功
能，积极开展律师参与调解，充分发挥
律师在国际商事调解中的作用。

15.支持建立国际商事仲裁机构，
充分尊重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
意愿。自由贸易试验区或自由贸易港
民商事案件的主体之间约定将争议提
交域外仲裁解决的，不宜以无涉外因素
为由认定无效。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
请执行的，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规
定处理。

16.完善跨境电商消费者权益纠纷
解决机制，依法维护跨境电子商务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经
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仲裁
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醒消费者注
意，消费者请求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7.建立国际商事纠纷案件集中审
判机制。集中优势资源，依法审理涉及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
国际商事纠纷案件，提高案件审判能力
和水平。

四、加强智慧法院建设，用
信息化手段提高案件审判质效

18.全面建设智慧法院，提升司法
服务保障的信息化水平。突出信息化

特色，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变化和人
民群众司法需求，支持在海南开展司
法智能化建设试点，推动现代科技与
法院工作的深度融合，促进审判体系
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使司法服务保障
能力与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要求
相匹配。

五、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确保各项改革部署落地见效

19.加强审判体系建设。根据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结合海南行政区
划改革创新要求，积极探索与行政体
制改革相适应的司法体制改革。按照
优化协同高效原则，扎实推进法院内
设机构改革。支持海上巡回法庭和岛
屿审判点建设，建立符合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自由贸易港需求、更加便捷高
效的诉讼机制。

20.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进一步完善法官员额制，健全员额法
官遴选、增补、退出、交流机制，实
现员额法官进出常态化、制度化。完
善法官培训、考核、惩戒机制，积极
推进法官助理、书记员职务序列改革
和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加强
审判辅助人员配备和管理，全面提升
法院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
平。

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为审判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21.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结合人民
法院工作实际，构建更加开放的人才
培养、引进和交流机制，积极探索改
革人才培养和储备机制，对法官加强
投资、金融、贸易、航运等专业知识
的培训，着力培育具备国际视野、通
晓国际规则、精通外语的高层次审判
人才。

七、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提升我国司法的国际影响力

22.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树
立中国法治良好形象。充分发挥自由
贸易试验区的窗口作用，加强国际司
法交流与合作。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
法官对外交流、参加涉外培训及参与
相关国际会议，展示我国法治建设成
就，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自由贸易试
验区司法工作的了解，提升我国司法
的国际影响力。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法发〔2018〕16号

19 年前唐山命案重审宣判
原 审 被 告 人 廖 海 军 及 其 已 故 父 母 无 罪

本报北京8月9日电 （记者 欧
阳铭琪）今天上午，一度引起公众高度
关注的唐山廖海军杀人案在河北省唐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宣判，廖海军本人
及其已故的父母均被宣告无罪。

原审审理查明，1999 年 1 月 17 日
12 时许，廖海军在家中将被害人陆甲
（女，殁年 9 岁） 和被害人陆乙 （女，
殁年9岁）杀害，并在其父廖友、其母
黄玉秀协助下将二被害人尸体抛入新集
村村外一废井内。原审判决廖海军犯故
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廖友、黄玉秀犯包庇罪分别判
处有期徒刑五年。

本案经唐山中院再审认为，原审被
告人廖海军犯故意杀人罪，原审被告人
廖友、黄玉秀犯包庇罪事实不清、证据
不足，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
遂作出上述刑事判决。

1999 年 1 月 17 日，河北省唐山市
迁西县新集村的两名小女孩神秘失
踪。失踪的两个小女孩一个是 9 岁的
陆甲，另一个是 9 岁的陆乙。48 小时
后，两个小女孩的尸体被发现在村边
的一口枯井内，孩子的身上还捆绑着
一条带有血迹的绳索，迁西县公安局
迅速成立了专案组。1 月 25 日，当地
警方宣告破案，称杀人者是新集村 17
岁的村民廖海军。

据警方《破案报告》记载：接报案
后，市县两级公安机关立即赶赴现场，

展开侦查。经查新集村廖海军有重大嫌
疑，1999 年 1 月 25 日对其依法讯问，
其对1月17日将被害人骗到家中用菜刀
杀死、其父母回家共同抛尸于水井里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事发后，警方在廖
海军家的东屋床边墙壁上发现了一块血
迹，同时在他家西屋门边的木板上、墙
皮上也发现了少量血迹，于是怀疑这里
是杀人的第一现场。在警方宣告破案的
时候，还没对血液进行DNA鉴定，但
已经取得了廖家人承认杀人和抛尸罪行
的笔录。

1999年1月26日和2月5日，迁西
警方两次将从廖海军家提取到的血迹样
本送到公安部检验血样是否来自被害
人。同年2月12日，公安部出具了《鉴
定报告》：廖海军家床边及木板上的血
迹不是被害人所留。同年8月5日，迁
西警方再次向公安部送去了从廖海军家
提取到的所有血迹样本，请求公安部再
次检验这些血迹中是否有被害人血液。
同年8月27日，公安部再次出具了《物
证鉴定书》：廖海军家西屋提取的血痕
的基因与被害人的基因不同，而与廖海
军母亲黄玉秀基因相同。木板上、墙皮

上的血痕基因相同，与被害人的不同，
但与廖海军父亲廖友的基因相同。两次
的鉴定报告均明确表述：当地警方认定
的杀人现场没有被害人的血迹。

2000年12月19日，迁西警方再次
将从现场提取到的血迹送到上海市公安
局。2000年12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
出具了《DNA检验报告》：送检样本显
示较强的等位基因与嫌疑人黄玉秀的等
位基因相同，其中显示较弱的等位基因
与被害人的等位基因相同，不能排除该
血迹中混有被害人的血液。这一次，这
份案发近两年后所做的 DNA 检验报
告，成了认定廖海军全家犯罪的直接证
据。同样成为该案证据的，还有迁西警
方于案发一年之后送到辽宁省公安厅的
一份物证：警方称是从捆绑尸体所用的
绳索上找到的两根毛发。2000年1月26
日，辽宁省公安厅出具了《刑事技术鉴
定书》，结论是：送检的毛发为廖海军
的父亲廖友的。2003年7月9日法院作
出一审判决，认定廖海军犯有故意杀人
罪，判处无期徒刑；其父母犯有包庇
罪，分别判有期徒刑五年。

2004年1月，廖海军的母亲黄玉秀

首先出狱，一个多月后，廖友也刑满释
放。从出狱的那一天起，黄玉秀就开始
申诉。在黄玉秀看来，当年指控她儿子
廖海军杀人的案件证据严重不足，同时
很多物证在送检的时间上过长，不排除
有人故意或是过失污染物证。

2004年7月，唐山中院裁定驳回了
廖海军案件的申诉。2006年9月，河北
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了廖海军案件
的申诉。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
了黄玉秀的申诉，并且调取了廖海军故
意杀人案的全部卷宗材料。2009年8月
13 日，最高人民法院下达 《指令再审
决定书》，指令河北高院再审廖海军故
意杀人案。

2009年11月25日，河北高院作出
裁定，撤销了唐山中院的判决，同时将
廖海军故意杀人案发回到唐山中院重新
审理。2010 年 4 月 24 日，廖海军被取
保候审，走出了已经生活多年的监狱。
2010 年 12 月 2 日，廖海军父亲廖友因
病去世。2016 年 5 月 26 日重审开庭审
理。2018 年 7 月 16 日，母亲黄玉秀因
病去世。今天，重审再次开庭，并宣告
廖海军及其父母无罪。

唐山廖海军案反思
1、案件启动重审程序后历时九年，

为什么直到今天才宣判？
案件进入重审程序后，唐山中院坚

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肃认真的态度，严
格贯彻疑罪从无的现代司法理念，坚持证
据裁判原则，本着对事实、对法律、对当事
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本案全部证据进行
了认真的归纳、整理、分析；对公诉机关的
指控意见和律师的辩护意见反复审查；多
次召开专门会议，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和法
律适用予以评价、论证。由于该案案情重
大、疑难、复杂，涉案证据材料繁多且时间
跨度大，对相关证据审核认定比较复杂，
整体难度较大，故审理周期较长。

2、原审被告人廖海军的再审判决
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的依据是什么？

经综合评价分析，原审被告人廖海
军作案动机不明，有无作案时间、抛尸时
间不明；廖海军供述的作案凶器铁管未
提取，所提取的菜刀未做鉴定；关于廖家
东屋门下缘提取的血迹鉴定结论不具有
唯一性，认定是被害人血迹的依据不
足。原审被告人廖海军的供述前后矛

盾，且与证人证言之间存在矛盾，其他证
据之间的矛盾亦不能得到合理排除或解
释，各证据之间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明原
审被告人有罪的证明体系，未达到刑事
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
准。故公诉机关指控原审被告人廖海军
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3、再审宣判无罪后，廖海军能否获
得国家赔偿？

再审宣判后，唐山中院已告知廖海
军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可以依法提
起国家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廖海军如果依照法定程序提出申请后，
唐山中院将根据其申请立即启动国家
赔偿程序，并依照有关法律规定，依法
作出赔偿决定。

4、要从廖海军案件中吸取什么
教训？

廖海军案宣告无罪，依法保护了廖海
军的合法权利，维护了公平正义。同时，我
们要深刻吸取教训：一是要严格贯彻以事
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治原则，依法
公正行使审判权；二是要严格贯彻证据裁
判、疑罪从无原则，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
刑罚必须有充分确实的证据支持，定罪证
据不足的要坚决依法宣告无罪。

5、对该案如何追责？
唐山中院将汲取此案深刻教训，并

就是否存在违法审判问题及时展开调
查。根据调查结果，将对相关责任人员
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