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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为勇于担当者排除“杂音”

近日，湖南省长沙市通报了7起为
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
部负责的典型案例，及时为受到不实举
报的干部澄清正名，赢得了干部群众一
片叫好。此前，山东、四川等地纪委也
先后通报曝光了多起诬告陷害党员干部
典型案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日益猖獗的
腐败，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开启
反腐的“新长征”。经历几年来的打虎
拍蝇，清明的政治生态逐渐形成，反腐
倡廉深得民心。在抓党风廉政建设方
面，党委的主体责任，纪委的监督责任
得到充分发挥，反腐的“防火墙”正越
筑越牢。

毋庸置疑，查处违纪党员干部，惩
治腐化分子，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能。
然而，不切实际的举报，蓄意而为的诬
告，不仅干扰了正常的执纪，还会制造
出污浊的“杂音”，给廉洁的干部带来
负面影响，甚至打击干事创业的热情。
因此，亟待党的组织、纪检监察机关快
速查办，澄清事实，为“蒙冤”干部正
名，还干部以清白，给社会以明白。长
沙、山东、四川等地纪委先后为敢于担
当的干部澄清正名，赢得干群一片叫
好，值得点赞，体现不放过违纪干部，
保护干净干事干部的原则，纪检监察机
关不妨多加学习推广。

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干部较真碰
硬，敢于改革创新，会打破某些固有利
益，这种干部容易成为报复诬告的对
象。推进党的事业，改善社会民生，需
要敢于担当，勇于开拓的干部，一心干
事的劲头不能受到挫折。纪检监察机关
务必一查到底，既要查诬告的动机，参
与诬告的人员，更要查背后的支持者、
怂恿者。拔出萝卜，带出泥巴，让诬告
者自污，报复者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
脚，为干事的干部撑腰。——吴桂桃

微言大义

观点 破除执行难藩篱须打好“组合拳”
杨文珍 任卫学

决战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总攻号角已响，法院应从争取党委、政府的支
持，到多部门联合信用惩戒；从推进信息化建设，到规范执行加强队伍建设等方
面祭出执行“组合拳”，执行难藩篱才可指日破除。

对“霸座”行为要有善治
陆敬平

短评

法治时评 ▷▷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周强在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
心督导执行工作时强调，“基本解决
执行难”越是进入攻坚阶段，越是面
临难啃的硬骨头，越要以敢打必胜的
信心和决心，迎难而上，全力以赴，
攻城拔寨，务必取得胜利。

“基本解决执行难”是一项重要
政治任务，是法治建设重要内容，也
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基本解决
执行难”事关党和国家的发展大局，
事关百姓的切身利益，如果说司法是
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

“基本解决执行难”就是这道防线上
的最后一公里。执行难藩篱不破
除，公平正义也就无法得到实现。
新时代背景下，执行工作面临新形
势、新问题、新挑战，只有运用新
思维、使用新模式、采取新举措，
才能应对挑战解决问题。决战决胜

“基本解决执行难”总攻号角已响，
法院应从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
到多部门联合信用惩戒；从推进信息
化建设，到规范执行加强队伍建设等
方面祭出执行“组合拳”，执行难藩
篱才可指日破除。

破除执行难藩篱要坚持党的领
导，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坚决
依靠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
持、政协监督、政法委协调，形成

“基本解决执行难”社会综合治理大
格局。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执行工作。法院各项工作，
尤其是执行工作更应主动接受人大监
督、政协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切实
回应群众关切，不断改进执行工作质
效。同时执行宣传力度不能丝毫减
弱，要营造更强更有力的声势和良好
舆论氛围，助推执行攻坚战。

破除执行难藩篱要充分认识新时
代新要求，找准法院执行工作满足人
民群众迫切需要的新使命。结合当前
的形势任务、问题短板，真正做到目
标明确、重点突出地部署工作、解决
问题。执行法官要不断更新司法理
念，树立为大局服务的主动性，增强
为人民司法的自觉性，坚持问题导
向，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把脉问诊，强弱项、补短板、抓
落实。必须深入分析各类执行案件情
况，制定采取有针对性举措，做到精
准攻坚、分类施策。在法律允许范围
内，想尽一切办法，穷尽一切措施，
确保该采取的措施采取到位、该送达
的文书送达到位，让当事人充分了解
法院工作，让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得
到有效执行，让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
得到当事人理解。

破除执行难藩篱要加强组织领
导，各级法院领导尤其是一把手要亲
自挂帅，身临一线，做到“一把手

抓、抓一把手”。只有层层传递信
心、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
才能一抓到底、攻城拔寨、无坚不
摧。“基本解决执行难”也是兵团作
战，必须真刀真枪抓好保障工作，加
大人、财、物、技术、资金投入，举
法院之力、全员参与，才能众志成城
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战役。
执行工作有其自身特点规律，必须
建立权责一致、分工合理、执行顺
畅的执行制度，努力创造有利条
件，排除障碍困难，确保各项部署
落实到位、取得实效。不仅要及时总
结推广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做法，表
彰奖励先进单位和个人，而且要切实
扛起责任，传导压力，对工作不力、
问题突出的要严肃问责，惩戒敷衍塞
责、慵懒懈怠。

破除执行难藩篱要建立健全团队
化办案模式，加快执行事务集约化办
理，采取各种集中执行活动，发挥失
信联合惩戒机制作用。执行工作是一
项系统工程，法院“单打独斗”早已
成为历史，既要将执行体系融入立法
规划，又要从立法上明确执行工作
的发展目标、模式、地位，规定政
府、法院及有关部门的职责。执行
法官必须发扬钉钉子的精神，盯紧
案件质量效率的关键指标，任何时
刻不放松、任何环节不松懈，以精

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锲而不
舍，攻克一切艰难险阻。坚决打赢

“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必须坚
持目标导向，高树标杆，准确理解、
全面掌握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精益
求精，做到依法依规、快执快结。同
时，严格按照程序规范执行也是不可
逾越的底线，必须避免消极执行、乱
执行，防止“三案”发生。

破除执行难藩篱要持续创新执行方
法，完善执行措施。执行创新是一种科
学态度，一种宝贵品质，一种发展动
力。执行创新既要科学决策，又要符合
客观实际，不弄虚作假，不做表面文
章。执行创新必须立足于社会实践、立
足于人民群众法律需求，出实招、求实
效，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群众
检验和历史检验的新方法、新举措。做
好执行工作创新，目光只有聚焦基层，
脚踏实地干好基层基础工作，才能有效
解决制约司法能力、影响执行攻坚的深
层次问题。将执行新思维、新理念、新
模式贯穿于立案、审判、裁判等各环
节，借力现代智能科技推动执行工作，
建设“智慧法院”，重点开发与应用被
执行人财产信息自动检索技术，充分运
用大数据和智能技术，使逃避执行变得
寸步难行，有效提升执行能力和群众获
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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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完善配套的法规，再辅
以认真贯彻落实，才能推进法治
社会，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人们
安居乐业。

这几天，“霸座”男子可谓出尽
了风头，上了热搜榜……。济南铁路
公安处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
十三条一款三项之规定，给予孙某治
安罚款200元的处罚。铁路客运部门
依据《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
定严重失信人乘坐火车推动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的意见》《关于限制铁路旅
客运输领域严重失信人购买车票的管
理办法》的规定，在铁路征信体系中
记录该旅客信息，并在一定期限内限
制其购票乘坐火车。

猛如潮水的舆论压力让“霸座”

男子不得不公开道歉，对自身错误行为
深表后悔，并表示今后绝不再犯。即使
如此，网友们的质疑和吐槽依然没有平
息。发人深思令人警醒，任何人都不能
违背社会公德，更不能违法乱纪，否
则，后果很严重。

23 日，济南铁路局方面就此事回
应，涉事男乘客的行为属于道德问题，
不构成违法行为。不料回应一出，犹如
滚油锅里放入一把盐，网友们反响强
烈。笔者认为，网友们的说法也不无
道理，正如有网友所说，“这事儿如果
处理不好，今后可能会有一大批‘霸

座’登场。”既会直接影响正常的运营
秩序，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格
不入。因而，值得引起足够重视和整
治。

铁路部门当反思。从当时的事实
看，铁路方面的处理确实是力度偏软，
对无理取闹者有姑息纵容之嫌。对“霸
座男”束手无策，安排被占座女孩到商
务舱就座，以求息事宁人。根据当时的
情况，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完全应该
以扰乱社会秩序之名采取强制措施让其
让座，这既是维护公共秩序和乘客权益
的需要，也是规范乘车行为之必须。许

多事实证明，正义让一寸，歪风邪气就
能进一丈。因而，绝不能姑息迁就。

立法部门当反思。没有规矩不成方
圆。必须看到，在客运行业，类似“霸
座”并非是个例，因争座引发纠纷更是
频繁发生。因而，有必要做到与时俱
进，适应新形势需求，及时修订或出台
相关法规，让客运行业和执法部门有法
可依，同时还能促进全民遵纪守法。不
止客运行业，各行各业都应如此。唯有
完善配套的法规，再辅以认真贯彻落
实，才能推进法治社会，促进社会稳定
和谐，人们安居乐业。

“万元定制校服”背离教育本真
斯涵涵

校服是校园文化的载体，也
是教育改革的投影，校服选哪
款，应该尊重学生和家长的意
愿，不能背离教育本真

杭州一位家长在论坛吐槽起了孩
子学校的校服收费，并贴上了一张学
校发来的短信截图。短信中，学校请
家长将校服定制费1万元汇到学校指
定账户，若未能如期缴费，则视为自
动放弃录取名额。

正装、休闲装、运动装一应俱
全，40 件，1 万元，不交便不录取
……居高临下、不容置疑的傲气扑面
而来。这所学校看上去确实有这种底
气：由人大附中和英国国王学院学校
合办，数学等大部分课程直接用英语

教学，基础学费一年 12 万左右，涵盖
了幼儿园至高中所有课程的 15 年制学
校，也就是不少人心目中花再大代价也
要挤进去的“贵族学校”。在校方看
来，家长们一年 12 万学费都交了，还
在乎多出这1万元校服费用？不交钱便
不录取，哪个家长敢说个不字？

据记者调查，其他学校的一年校服
费用基本上不超过 2000 元，即便这所

“牛校”定制的校服款式、质地更高大
上一些，价格贵一些也还容易理解，但

“万元定制校服”还是显得突兀离谱。

而从该校家长的反应来看，显然不知
情，价格也超出了其预期，那么，校服
定制的过程是否公开透明、是否经过了
与家长们协商都值得打个问号。

《浙江省民办教育收费管理办法》
明文规定：“民办学校为学生在校学习
生活期间提供服务和代办服务而代收代
管的费用，应遵循学生自愿，据实收取，
及时结算，定期公布的原则收取。”该校
此举明显违背了相关规定。

多年以来，学生校服的选择权、决定
权完全与学生、家长绝缘，而是由校领导

一手包办，导致丑陋校服、天价校服甚至
“有毒”校服层出不穷，虚假招标、垄断经
营、校服购买过程成了教育腐败现象的
易发、多发地，加重了学生家庭的经济负
担，降低了教育公信力。

现代教育的宗旨是要培养独立人
格、平等民主思想的人才，校服是校园文
化的载体，也是教育改革的投影。校服选哪
款，价格是否合适，当由学校、学生和家
长一起商量着办，更应该尊重学生和家长
的意愿，而不能任由校方依仗强势地位，
以此要挟乃至从中牟利，背离教育本真。

家长“晒娃”要悠着点

近日，一则“6岁女孩控诉家长晒
娃行为”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小女孩
称，父母未经同意把她生活的点滴发到
网上，甚至包括自己洗澡的照片，已然
侵犯了她的隐私。

诚然，在智能手机普及的今天，爱
在网上“晒娃”的家长大有人在。当你
看到孩子一个生动有趣的表情，忍不住
掏出手机“咔嚓”，并准备分享到网络
时，你是否意识到，你把孩子照片传到
网上，经过他们同意了吗？你曾考虑到
过度“晒娃”带来的后果？

网上“晒娃”存在信息泄露的风
险，主要表现为照片里可能会不经意透
露孩子的姓名、学校、班级、地址、联
系方式、喜好等个人信息，手机拍的原
图照片本身还带有定位信息。有些家长
带孩子旅游时，还喜欢把自己出门、登
机、入住酒店、抵达景点等一系列的过
程都发朋友圈。这就给不法分子欺骗家
人或孩子提供了足够的信息。

因此，爱“晒娃”的家长应悠着
点，尽量少在网上“晒娃”，如果真要
晒，那就要做好两点。其一，要有安全
防范意识。尽量不要出现涉及孩子的个
人信息，尤其是可能透露位置的照片，
比如校服样式、特殊建筑等，以避免让
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其二，要尊重孩子
的隐私权。家长“晒娃”时，要对照片
的内容和披露范围进行把关。在分享孩
子出糗、洗澡等照片或视频时，有必要
认真思考下，这些或许在家长看来无伤
大雅的图片，发到网上后可能对孩子的
心理产生什么影响。 ——程贤钧

浙江驰成建设有限公司各债权人：兹定于2018年9月14日召
开浙江驰成建设有限公司破产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1、会议时间：2018年9月14日下午15时。2、会议地点：东
阳籍债权人到其户籍所在镇乡街道指定场所（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户籍为外地的债权人到东阳市南市街道办事处。参会人员须提交下
列证件：1、债权人为自然人的，提交身份证原件；2、债权人为机构
（单位）的，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3、委托他人参加的，提交授权
委托书及代理人的身份原件和复印件。 [浙江]东阳市人民法院

高峰：原告高名修、高磊诉被告杨楠、杨棕继承纠纷一案，本
院已受理，根据案情，你作为郑怡法定继承人，现本院依法追加你
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材料。
原告提出如下诉讼请求：判令原告继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
西路2号院南区20号楼2单元501号房屋的，被告协助办理过户
手续；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为答辩期。你应当自应诉通知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
证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午13时30
分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山后人民法庭民事十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沈晓玲申请宣告涂军死亡一案，经查：涂军于
2009年10月20日起，，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涂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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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涂军死
亡。 [福建]诏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尤力生申请宣告尤
莉侠死亡一案。申请人尤力生称其姐尤莉侠（女，1959年5月14
日生，汉族，原兰炼水汽车间群众生产工）在1983年4月出走，至
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尤莉侠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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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莉侠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尤莉侠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尤莉侠情况，向
本院报告。 [甘肃]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1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木华、刘海香申请
宣告刘心明死亡一案。申请人刘木华、刘海香称，刘心明，男，汉
族 ，1984 年 12 月 20 日 出 生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441481198412201693，住广东省兴宁市罗岗镇官庄村陶下5号，系
申请人刘木华、刘海香的儿子，于2013年11月24日在兴宁市文化
广场走失，申请人曾于2013年12月2日至2013年12月7日在梅
州市电视台播出寻人启事广告，于2013年12月21日在《梅州日
报》刊登寻找刘心明的寻人启事，但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刘
心明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住址及联系方
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刘心明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刘心明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
下落不明人刘心明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东]兴宁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1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班付回、班付影申
请宣告岑秀爱失踪一案。申请人班付回、班付影称，被申请人岑
秀爱是申请人的母亲，被申请人于2009年4月离家出走，至今下
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岑秀爱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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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岑
秀爱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岑秀爱生存现状的人，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岑秀爱情况，向
本院报告。 [广西]乐业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雅琦申请宣告张一飞死亡一案，经查：张一飞，
系张雅琦之父，男，汉族，1971年1月26日生，住郑州市中原区
陇海西路67号院3号楼2单元1号，于2007年3月份离家未归，
至今没有音讯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
张一飞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河南]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胡水林申请宣告胡衡丰死亡一案，经查：胡衡丰于
1998年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
年。希望胡衡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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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金吾申请宣告唐石平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唐石平（男，1951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乡市泉塘
镇繁育村，身份证号码：430322195112170037）于2012年3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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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石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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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湘乡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彭奕涵申请宣告张淑菊失踪一案，经查：张淑菊，女，
1989年5月15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保靖县普戎镇下坝村，身份
证：433125198905153127。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3个月。希望张淑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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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靖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邓阳春、罗祝英申请宣告邓金魁死亡一案，经查：邓金
魁，男，1972年12月5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衡南县人，户籍地衡南县三
塘镇环城南路80号，居民身份证号为430422197212050010。申请人
邓阳春、罗祝英称被申请人邓金魁于1996年6月在原祁阳车站下班后
开始失联，至今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
希望邓金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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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南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露露申请宣告赵加珍
失踪一案。申请人陈露露称，赵加珍于2005年离家出走，至今未归。下
落不明人赵加珍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
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赵加珍将被宣告失踪。凡知
悉下落不明人赵加珍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
悉的下落不明人赵加珍情况，向本院报告。[江苏]泗洪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白晟睿申请宣告赵莉失
踪一案，申请人白晟睿称，赵莉，女，1987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
地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建设镇根德村1组，后在阜新市太平区水泉镇前
营子村居住，于2014年3月6日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赵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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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赵莉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赵
莉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赵
莉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阜新市太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凤兰申请宣告李薪死亡一案，经查：李薪，男，
1975年4月15日生，辽宁省西丰县人，于15年前离家走失，下落

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李薪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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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西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柳翠英申请宣告柳廷明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柳廷明，
男，生于1953年10月15日，汉族，不识字，原住陕西省宁强县代家坝镇白
猿沟村五组17号，于2004年2月2日离家出走，至今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柳廷明或知其下落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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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强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赵亚平申请宣告赵红
侠失踪一案。申请人赵亚平称，赵红侠与申请人系夫妻关系，因其智
力存在缺陷，自2003年10月从家中出走至今未归，杳无音讯，且经
民警走访调查，在此期间赵红侠居民身份证及其他证件无使用痕
迹，也未发现其活动痕迹。现下落不明已超2年。下落不明人赵红侠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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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赵红侠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赵红侠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赵红侠情况，向本院报告。 [陕西]麟游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2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晨亮申请宣告王标
死亡一案。申请人王晨亮称，其与被申请人王标系叔侄关系，王标的
父母及兄弟姐妹均已死亡，王标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2010年5月
份被申请人王标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申请人王晨的母亲曾文霞于
2012年1月4日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于2013年3月22日将王
标登记为失踪人员。直至现在也未查找到王标的下落。下落不明人
王标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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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王标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王标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下落不明
人王标情况，向本院报告。 [陕西]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1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彩云申请宣告
被申请人杨艳娥失踪一案。申请人陈彩云称，杨艳娥患有羊羔
疯、抑郁症，离婚后靠打工维持生活。2014年10月前后只身外出
未归。2015年1月8日申请人陈彩云曾到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
局报案，此间有关部门、家长、亲戚朋友多方寻找，至今没有杨艳
娥的下落。下落不明人杨艳娥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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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艳娥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杨艳娥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杨艳娥情况，
向本院报告。 [陕西]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叶小香申请宣告金云良死亡一案，经查：金云良，男，
1939年9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332622193909262831，住台
州市黄岩区西城街道霓桥村297号，于2010年11月离家出走，至今
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金云良本人在公
告期内向本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凡悉知金云良现状的
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将其所知情况向本院报告。公告期间届满，本
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黄斯学申请宣告盛建文死亡一案，经查：盛建文，男，汉族，1941
年12月9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木耳镇垭口村4组，公民身份证号码
510224194112092094。被申请人盛建文于2002年3月4日从家中出走后失
踪，至今未归家，下落不明已有16年。现本院发出寻人公告，希望盛建文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即日起与本院联系（联系电话:023-67188553）。公告期
为1年，公告期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韩宏涵申请宣告覃洪俊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覃洪
俊，女，1989年9月15日生，汉族，巫山县人，住重庆市巫山县两坪乡
朝元村五组，公民身份证号码500237198909150405。于2015年离家
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覃洪俊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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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判决。 [重庆]巫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廖元明申请宣告冯天秀死
亡一案。申请人廖元明称，被申请人冯天秀，女，汉族，1938年12月6日生，
住重庆市万州区安庆路 103 号 1 单元 3- 2，公民身份证号码
512221193812066768。被申请人冯天秀于2013年1月从家中出走后，与
家人失去联系，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满4年。下落不明人冯天秀应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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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冯天秀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冯天秀生存现
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冯天秀的情况，向
本院报告。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4月1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崔太样申请宣告被申
请人郑明碧失踪一案。申请人崔太祥称，被申请人郑明碧，女，1969年
5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巴阳镇永利村2组39号，公民
身份证号码511224196905188862。本院于2018年4月27日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届满，并于2018年8月13日依法作出（2018）渝0236民
特41号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宣告郑明碧失踪；二、指定申请人崔太
祥为失踪人郑明碧的财产代管人。 [重庆]云阳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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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据悉，代表们还将前往遵义市中级

人民法院、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镇
远县人民法院、清镇市人民法院视察，
深入了解贵州法院在破解执行难、诉讼
服务中心建设、信息化建设、生态环境
保护等方面的工作情况，并对加强和改
进人民法院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上接第一版 在他看来，国际商
事专家委员会承担着调解和咨询两项
重要职责。“当事人来自不同国家、不
同地区，需要熟悉不同国家法律的专
家委员提供咨询帮助和解决方案。专
家参与调解更容易赢得当事人的信
任，有利于沟通建立。”

王利明补充道，专家委员也将为
国际商事法庭提供域外法律查明等帮
助，就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所涉专门性
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就国际商事
法庭的规则修订及发展规划、最高人
民法院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及司法政策
提供意见和建议。

“共商共建共享”是世界
各国开展司法交流合作的时
代潮流

“共商共建共享”是“一带一路”倡
议的重要原则，也是世界各国开展司
法交流合作，推动国际法治发展的时
代潮流。

“中国的国际商事法庭凸显国际
化特征，首创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制
度，吸收世界各国精通国际法及其本
国法的法律专家共同组成，共同参与
国际商事纠纷化解，充分体现了‘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党组
成员罗东川说。他表示，希望集各国
法律专家的智慧，最大限度保障纠纷
解决的专业化、国际化、中立化，为中
外当事人提供更多解决纠纷的途径，
将“共商共建共享”的成果惠及更多的
国家和人民。

专家委员、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
前司长、资深大律师袁国强认为：“最
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成
立，是实践依法治国，促进‘一带一路’
建设，增进国与国之间的司法了解，协
调解决国际交往中产生的矛盾纠纷的
重要一步。”

在专家委员、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
学术主管及首席执行官Vladimir I.Ku-
rilov看来，如果各国法律工作者彼此没
有了解和共识，法律会阻碍本国乃至世
界经济社会发展。“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
将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每个国家
都有自身解决商事纠纷的体系。今天成
立的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将有助于各国
间法律体系和政策的沟通与协调，助力
国际经贸合作，促进世界经济社会发
展。”Vladimir I.Kurilov说。

“国际社会应该对中国国际商事
法庭充满信心，建立这一专门机构是
个里程碑事件，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
对于国际商事纠纷解决都将发挥重要
作用。通过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国际
商事法庭将对‘一带一路’合作产生巨
大推动作用，也会为各国有关机构的
工作提供有力支持。”专家委员、英格
兰和威尔士高等法院商事法庭前主管
法官威廉·布莱尔爵士说。

乘着共商共建
共享的东风

部分全国人大代表
视察贵州法院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