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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微言大义

基层创新的“三个关键”
周陈华 巩海燕

观点 扫除网络空间“恶势力”“软暴力”
徐 持

将组织或雇佣网络“水军”在网上威胁、恐吓、侮辱、诽谤、滋扰的
黑恶势力作为本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的对象，彰显了党和国家整
治网络空间的乱象的决心。与传统犯罪相比，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往往与网
络黑产相勾连，有着更隐蔽的组织形式，更强的反侦查意识，病毒式的扩
散路径和更高的社会危害性。加强对网络“恶势力”及“软暴力”犯罪的
研判，准确适用法律，明晰规制思路，才能确保网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
法治轨道上取得胜利。

短评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人民法院着力惩治网络黑恶势
力犯罪，体现着新时代促平安中国
建设的司法作为。

在网络强国与数字中国建设如
火如荼的今天，谁掌握了互联网，
谁就把握了时代的主动权。当前，
人民群众对晴朗网络空间的需求日
益强烈，对网络环境下公平正义的

“体感”越发敏锐。信息网络技术
造福人类的同时也被一些人用来

“加持”传统犯罪，甚至催生新型
犯罪，威胁到人民群众的安全和幸
福。“套路贷”掺杂暴力、威胁、
虚假诉讼等索款手段又容易诱发其
他犯罪；“呼死你”“聊死你”等恶
意软件被用来非法追债、敲诈勒索
或打击报复；“网络水军”“网络打
手”从事编造虚假信息、诽谤攻
击、非法推广等违法活动；网络

“黄赌毒”利用网络交流平台和社
交工具进行新型网络赌博和淫秽
色情犯罪，影响大迷惑强受害者
甚众；敲诈勒索型“恶意投诉”

“恶意退货”、刷单或反向刷单大
行其道，严重破坏网络营商秩
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空
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
人民利益。谁都不愿生活在一个
充斥着虚假、诈骗、攻击、谩
骂、恐怖、色情、暴力的空间。”
正因如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
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 把组织或雇佣网络“水军”
在网上威胁、恐吓、侮辱、诽谤、
滋扰的黑恶势力作为本次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重点打击的对象。

梳理我国打击黑恶犯罪的历史可
以发现，“恶势力”是一个源于办案
需求、司法实践先行的概念。《指导
意见》更加系统地对依法惩治“恶势
力”和“软暴力”犯罪作出了规定，
并首次提出在相关法律文书中的犯罪
事实认定部分，可使用“恶势力”等
表述加以描述。难点在于，“恶势
力”团伙和犯罪集团向黑社会性质组
织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没有明显
的性质转变的节点，黑社会组织、黑
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恶势力犯罪
集团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网络犯罪
日益呈现出组织团伙化、头目幕后
化、势力黑恶化、利益链条化、运作
产业化、空间国际化等态势，向新行
业、新领域蔓延。更加触目惊心的

是，这些犯罪通常大肆非法获取、倒
卖公民个人信息和企业信息，并以此
为源头深度嵌入网络“黑灰产”。据
调查统计，目前我国网络黑产的直
接从业者数十万人，若计入辅助性
质的上下游人员，从业者超过百万
人，年产值逾 1100 亿元，上中下游
可以任意组合，已形成十分成熟的
运作模式。网路黑产目标明确、组织
性强、覆盖面广，犯罪方法易传播扩
散，主使者往往藏身幕后进行匿名网
络协作，侦查取证难度大，社会危害
性相较传统犯罪更高，很容易演变发
展为网络恶势力犯罪。因此，要特别
关注网络“恶势力”及其“软暴力”
的认定，加强案件研判，做到人民群
众有所呼，人民司法有所应。

准确把握网络扫黑除恶的司法理
念和法律适用。“立善法于天下，则
天下治。”法律的理解与适用应本着
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益、符合人民群
众根本利益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
关切的问题。由于“恶势力”和“软

暴力”犯罪刚刚进入政策文本，加之
其在互联网空间的表现和行为特征复
杂多样，理论认识相对困难，给相关
立法、司法实践也带来诸多挑战。要
依法严惩网络“恶势力”及“软暴
力”犯罪，更好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
的合法权益，首先要密切结合地方实
践，及时调研总结侦查、检察、审判
等公安司法工作的有益经验，在网络
扫黑除恶斗争中发扬新时代“枫桥经
验”；其次要立足时代特点，把握犯
罪行为进化特征，树立规制网络“恶
势力”和“软暴力”犯罪的新思维和
新策略，对涉案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
行实质评价，加大数额之外其他情节
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坚持打早打
小，打准打实和不枉不纵；第三，要
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准确适用刑事制
裁，以更多元的主体、更丰富的方法
和更规范的程序来有效打击网络黑恶
势力；最后要致力于消除网络黑恶犯
罪赖以滋生的环境，构建社会诚信体
系，培育良好社会风尚，探索对网络

“恶势力”和“软暴力”犯罪协同共
治的新模式。

基层创新是改革的基本路径、重
要方法和强劲动能，对推动顶层设计
落地、提升改革实效大有裨益。当
下，随着基本解决执行难、司法体制
综合配套改革的稳步推进，给中基层
法院开展基层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广阔空间。

笔者认为，中基层法院当着力关
键时期、关键少数、关键成果等“三个关
键”，顺应大势、厚植优势、集聚胜势，
全力为改革探新路、为发展谱新篇。

要把握好“关键时期”。基层创
新本身就是对时代考卷的回应，必须
扎根于实践、着眼于问题、贯穿起长
远，必须要有鲜明的时代逻辑、缜密
的发展逻辑和深沉的责任逻辑。要强
化全局意识。基层创新不是标新立
异，不能哗众取宠，必须与时俱进地
吃透上级改革的意图和精神，在遵循
统一部署的基础上、规定航向的前题
下，有序、有力、有度地开展创新。
要强化问题意识。问题是时代的声
音。要通盘谋划，找准工作中的重
点、难点和堵点问题，瓶颈制约要看
得透、疑难症结要把得准，在精准聚
焦中寻觅“良方”。要强化责任意
识。明确创新的项目、责任主体和时
序进度，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实现
天时、地利、人和的统一。同时，对
基层创新中可能出现的思维定式、路
径依赖等“痼疾”，要未雨绸缪、科
学预判，让改革合力最大化。

要发挥好“关键少数”。基层创
新不可能靠一人之力去谋划、去推
动。即便有好的初衷、美的蓝图，如
果缺乏必要的响应者、支持者、落实
者，也很容易成为空谈、沦为笑柄。
必须发挥好班子成员为重点的“关键
少数”的作用，一方面，要靠前指
挥，层层压实责任，将担当和奋斗贯
穿改革创新的全过程。另一方面，则
是要以上率下，释放领导班子的“头
雁效应”，在全院形成创先争优、见
贤思齐的浓厚氛围。在基层创新的推
进过程中，领导班子必须夯实“主心
骨”，要不随意，对创新项目要悉心
考察、严谨论证，确保科学性、预见
性；要不随性，通过练就过硬的定
力、能力和毅力，直面各种阻力、各
式难题，对于看好、认准了的事，就
要一往无前、抓出成效；要不随波，
创新工作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而面对
噪音杂音时，也要不为乱云所扰，不
为险滩所惧。

要展现好“关键成果”。成果是
对基层创新的最好说服力。但是，基
层创新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相关成效的显现有时还需要经历一定
的适应期、磨合期乃至阵痛期。因
此，对相关业绩当及时、高效地展
现，从而既减少不必要的阻力，又为
下一步发展进行蓄力。总结要有力
度。要坚持改革创新推进到哪里，调
查研究就延伸到哪里，对基层创新中
出现的局部或者整体的“红利”，从
探索到经验，从现象到本质，从感性
到理性，全方位地进行总结，努力塑
造工作品牌。宣传要有力道。要针对
干警、人大代表、乡贤人士等各主
体，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各载
体，畅通稿件撰写、推送、传播等各
环节，以传播力提升影响力和公信
力。推进要有力量。注重成果运用，
进一步坚定信心、提振士气，加满
油、把稳舵、鼓足劲，推动在新起点
上创造出更优业绩。

担当作为要从振奋精神开始

近日，江西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
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实施意见》，并研究
出台《关于建立省管干部常态化谈心调研制
度的通知》，将担当作为先进典型和负面典型
纳入谈心调研专题内容，及时了解不担当不
作为慢作为等负面典型和具体事例。

从谈心调研制度的建立到激励干部新担
当新作为，从传导组织关怀温暖、推动干部工
作由浅入深，到最终发挥激励干部的作用
……做好一个地方的工作，关键在人，培育担
当作为的作风，要从振奋干部精神开始。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征程呼唤新担当
新作为。要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全体
党员干部必须奋发有为、勇往直前。

提振精神，才能激发出磅礴的动力。让党
员干部凝心聚力、迎难而上，振奋精神是第一
步。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要发挥基层党员干
部的“钉子”作用，必须把组织工作做进党员
干部心里，营造暖心的环境和氛围，才能唤起
党员干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增强工作动力。

面上谈心“听”情况、实地调研“察”实绩、
综合研判“下”结论、相互印证“用”成果……这
些有力度、有精度、有温度的措施，有助于增进上级
组织部门对干部的直接了解，有助于让那些政治
素质过硬、工作作风扎实、信心立场坚定、有战
略定力和耐力的干部脱颖而出，实现从一线选
人、以“实绩”用人的良好导向。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选什么人、用
什么干部是最重要的风向标，直接关乎人心
向背。“用一贤人而群贤毕至，相一良马则万
马奔腾”。如果工作失察，选用那些只会侃大
山的“表面光”干部，就会让踏实干事的干部
寒心、让群众糟心，出现“选错一个人、会挫伤
一群人”的现象，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就很可能
成为一句空话。

担当作为从振奋精神开始，既是激发党
员干部内生动力的客观需要，也是建立公正
廉明用人机制的前提，更是严管与厚爱相结
合的具体体现。在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尤其
需要党员干部身上有那么一股子气和劲。只
有抖擞干部精神，激发奋斗意志，才能更好地
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

——胡锦武 余贤红

斩断帮圈文化的利益链

日前，有记者从河南省纪委监委了解到，
该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日前印发通知，决
定在全省集中开展为期3个月的整治“帮圈
文化”专项排查工作，治理党内关系庸俗化现
象，纯洁党员干部的工作圈、生活圈、社交圈。

党员干部的圈子，应当是以党为核心的
圈子。然而，有的干部以老乡会、同学会、战友
会等营造私人小圈子，网罗“气味相投”的人
脉，以期相互维护，谋取私利，结成“灰暗利益
链”。

“帮圈文化”对干部思想造成扭曲，“帮圈
文化”的滋生与漫延，让少数干部心生找靠山
的念头，萌发攀高枝的动机，把个人发展寄托
于某种关系，职务上的进步依赖于某人，甘愿
沦为他人的依附。“帮圈文化”是干部腐败的
催化剂，“帮圈文化”归根到底是种利益驱动，
进入这种圈子的人，都是怀揣非正当企图，要
么为仕途升迁，要么谋取钱财私利，要么为子
女亲属的前程铺垫。“帮圈文化”的流毒贻害
不浅，已被打掉的“石油帮”“西山会”……便
是典型的“帮圈”，他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虽然最终被绳之以法，但给当地的政治生态、
干部队伍造成的损害无法估量。

“帮圈文化”严重威胁党的领导，是治国
理政的“绊脚石”。扫除“帮圈文化”，就得斩其
间的黑色“利益链”，管严管实干部手中的权
力。尤其严管干部中的关键少数，防止其充当

“帮圈”头目，坚决从虎口拔牙，以不手软的态
度，铲除黑色“利益链”的滋生土壤，让权力在
正道上行使。 ——吴桂桃

本院根据广东省源天工程公司珠海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5月30日裁
定受理广东省源天工程公司珠海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7月3日指
定广东大公威德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广东省源天工程公司珠海公司的债
权人应在2018年11月30日前向广东省源天工程公司珠海公司管理人（通信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海滨南路光大国际贸易中心1808室；邮政编
码：519015；联系人：王国光律师；联系电话：13703005918，0756-3225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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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源天工程公司珠海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广东省源天工程公司珠海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2月14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新地
址：珠海市香洲区翠民路北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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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本院已于2018年3月19日裁定受理龚光新、杨仁平、王筱菊、黄
生菊、曾凡仲、关军章申请湖南商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指定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联合体担
任本案管理人。湖南商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
年 11 月 20 日前向管理人（联系人：郭晴 13272418229，杨琴
13272415557，王碧兮13272412229；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芙蓉南路一段828号鑫远杰座11层1117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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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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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
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湖南商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吴江绵亿纺织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且现无其他财

产可供分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
定，本院于2018年8月21日裁定终结吴江绵亿纺织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终结破产程序裁定书同时载明：因吴江绵亿纺织有限公司股东谢
友义、香港大鸿公司怠于履行义务，致本院只能就吴江绵亿纺织有限
公司现有财产进行公平清偿并裁定终结破产清算程序，而无法对吴江
绵亿纺织有限公司进行完整清算，故吴江绵亿纺织有限公司债权人可
另行提起诉讼要求吴江绵亿纺织有限公司股东对吴江绵亿纺织有限
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涟水县常红木制品厂的申请于2018年8月14日裁定受
理淮安市伏龙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苏昊震撼律师事
务所为管理人。淮安市伏龙食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向江苏昊震撼律师事务所（淮安市健康西路158-5号，胡静，
13861558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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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伏龙食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淮安市伏龙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年11月16日14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江苏]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冀州中意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8月
14日裁定受理江苏李龙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苏昊震
撼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江苏李龙食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向江苏昊震撼律师事务所（淮安市健康西路158-5号，
胡静，13861558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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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李龙食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江苏李龙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
于2018年11月16日14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江苏]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渭南怡城置业有限公司与陕西九龙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进行合并破产重整一案。现定于2018年9月26日上午9时
在大荔县人民法院一楼审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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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参加会议人员携带身
份证原件及债权申报回执原件。 [陕西]大荔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22日根据衢州市衢江区民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
申请，裁定受理衢州市宇翔机械有限公司（下称“宇翔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18年8月31日指定浙江东昊律师事务所担任宇翔公司管理人，现就本
案作公告如下：一、向宇翔公司公告送达（2018）浙0803破申10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受理对宇翔公司的破产清算）。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法院领取民事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不可上诉。二、宇翔公司股东吴小军、倪雪莲应
予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宇翔公司管理人（联系人：章吉如，联系电话：
0570-3024997，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西安路81号三楼）移交宇翔公司
的财产、印章、账簿和文书等资料。三、宇翔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0月
12日前，向宇翔公司管理人（联系方式同上）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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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翔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宇翔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10月19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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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是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浙江]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22日根据衢州市衢江区民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衢州神鸟化工有限公司（下称“神鸟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8月31日指定浙江东昊律师事务所担任神鸟公司管理人，现
就本案作公告如下：神鸟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0月12日前，向神鸟
公司管理人（联系人：徐亦兵，联系电话：0570-3029455，地址：浙江省衢州
市柯城区西安路81号三楼）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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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鸟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神鸟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10月1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
一法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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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是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22日根据衢州市衢江区民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
申请，裁定受理衢州云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下称“云鹏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8月31日指定浙江东昊律师事务所担任云鹏公司管理人，现就
本案作公告如下：一、向云鹏公司公告送达（2018）浙0803破申9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对云鹏公司的破产清算）。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法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不可上诉。二、云鹏公司股东俞云忠、叶立
红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云鹏公司管理人（联系人：章吉如，联系
电话：0570-3024997，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西安路81号三楼）移交
云鹏公司的财产、印章、账簿和文书等资料。三、云鹏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8年10月12日前，向云鹏公司管理人（联系方式同上）申报债权，未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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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鹏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云鹏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10
月1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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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是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陈丽森的申请于2018年8月16日裁定受理浙江广新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8月17日指定丽水佳信
会计师事务所为浙江广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浙江广新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0月15日前，向浙江广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缙云县五云街道同心华庭1

幢331室；邮政编码：321400；联系人及电话：周雅俊，15706847736；徐菁，
15957815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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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广
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广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0月30日上
午9时在缙云县人民法院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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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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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缙云县人民法院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8日以（2018）粤01强清108-
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了广东省华侨实业总公司对广东省华侨工业
贸易公司（下称“华侨工贸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并依法指定北京大
成（广州）律师事务所为华侨工贸公司清算组,负责人为江斌。华侨工贸
公司的债权人请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通信地址：广州市珠
江新城珠江东路6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14楼；联系人：陈则方；电话：
020—38106081）申报债权。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
项，并提供证明材料。逾期不申报者，自行承担法律后果。华侨工贸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如有其
他相关事宜，也请与清算组联系。广东省华侨工业贸易公司清算组

2018年8月28日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8日以（2018）粤01强清110-

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了广东省华侨物资总公司对广东省华侨食品
饮料公司（下称“华侨食品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并依法指定北京大
成（广州）律师事务所为华侨食品公司清算组,负责人为江斌。华侨食品
公司的债权人请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通信地址：广州市珠
江新城珠江东路6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14楼；联系人：陈则方；电话：
020—38106081）申报债权。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
项，并提供证明材料。逾期不申报者，自行承担法律后果。华侨食品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如有其
他相关事宜，也请与清算组联系。广东省华侨食品饮料公司清算组

2018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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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南昌中院注重“一线实践”和

“顶层设计”相结合，组织立案、
审判、执行、审管、审监、监察等
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在多次调
研和论证的基础上，针对腐败现象
易发多发的岗位、关键环节，排查
梳理出62个廉洁风险点和20个方
面的防控措施，于2017年3月出台
了《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廉洁司法
风险防控措施（试行）》。

“阈值理论的引入，让我们找
到了系统研发的突破口。”据课题
组成员介绍，阈值表达的意思是

“界限”“范围”，一个领域或一个
系统的界限称为阈，其数值为阈
值。通过系统研发专家的指导，研
发组找到了阈值理论作为风险点运
行的依据。

真理的探索从来不会一帆风
顺，虽然有了阈值理论，但是如何
进行风险点的筛选，如何确定业务
阈值和技术阈值，如何选择预警时
间节点，成为研发组面临的一个又
一个拦路虎。

“我们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
风险点阈值的设置。”技术组成员
小陈告诉记者，研发的过程就是反
复讨论、摸索前进的过程，为了找
到最合适的阈值，业务组与技术组
多次进行头脑风暴，大家经常为了
一个数据的设定、一个设想的可行
性绞尽脑汁、茶饭不思。

“问题就是机遇，没有直接关
系就找间接关系，不能直捣黄龙就
迂回包抄。”据来自基层法院的课
题组成员介绍，他们结合自身多年

的办案经验，根据基层法院各部门工
作流程、法官办案思维等各种因素，
结合阈值理论，创造出“转向思维”
等灵活的思维方法，解决了许多阈值
设定难题。

7月12日，历经300多个日夜攻
坚克难，防控系统在南昌法院成功上
线运行，当天有效监测到黄灯预警
671 个，红灯警示 59 个，准确率达
100%，无一错报、漏报。

预警处置一体，督促法官
规范办案

“我深刻认识到工作中还存在失
误，对此情况作出深刻检讨。”8 月
21 日，进贤县人民法院刘法官向该
院监察室递交了一份深刻的书面检
查，因其主办的 2 件民事案件触发

“不按规定及时移送上诉案件”风险
点，被亮红灯2个。根据《全省法院
办案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相
关规定，该院审监庭评查为二类过
错，该院监察室责令其作出检查。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
不为。”进贤法院相关领导告诉记
者，刘法官因为信息录入不及时、送
达手续不全被退卷导致未及时移送案
卷，这类工作失误在以往常常被忽
视，从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作为全市最早运行司法风险动态
防控系统的试点法院之一，进贤法院
率先对系统上线以来出现的 23 件红
灯警示案件全部进行了评查，并依法
依规追究了存在办案过错法官的责
任，在干警中引发不小震动，有力督
促了法官规范办案。

防控系统通过对接网上办案系
统，可对干警办案流程进行全程动态
监控，实时提醒干警案件风险触发情
况。黄灯预警表示案件存在违规违法
风险，红灯警示表示案件已经存在违
规违法现象，同时通过12368诉讼服
务平台、法讯通平台及系统页面提示
3种方式将风险触发情况及其相关法
纪规定及时推送给承办人员。

南昌中院纪检监察部门对系统上
线前旧存的 55 个红灯警示案件开展
提醒教育和廉政谈话，督促相关业务
部门及承办法官及时查摆纠正办案违
规行为。

截至9月6日，南昌中院红灯警
示和黄灯预警数量分别从上线当天的
59个、671个下降到6个、36个，全
市法院预警数量总体呈现递减趋势，
促进了广大法院干警养成依法用权、
规范办案的良好习惯，进一步增强了
干警自觉识别风险、主动防范风险的
法治意识，夯实了廉洁用权、秉公用
权的思想基础。

全程留痕监管并重，纪检
监察信息化

“这个系统让干预过问案件的记
录和追责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南昌
中院纪检监察组组长刘木林告诉记
者，在实际办案过程中，法官对于干
预过问案件情况的报送，存在诸多不
便操作之处。该系统通过设置法院干
警、领导、案件受理人三种权限，确
保过问案件情况报送的高度保密性，
既提醒法官报送的义务，同时也免除
了担心泄密、碍于情面等后顾之忧。

该系统如同一张网络，将每一名
办案法官和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院庭
长、审管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在信息
上连接起来。通过系统权限设置，院
庭长能够实时、全面地掌握相应部门
法官触发风险的总体情况和详细说
明，为发挥审判监督管理职能和履行

“一岗双责”提供具体抓手。
审管部门、纪检监察部门也将实

现监督管理方式由“肩扛人挑”到
“智能自动”，由“事后追究”到“全
程动态”的质的飞跃。

系统投入运行后，“风险预警”
管理流程模块将实时保存每一名法官
的预警详细记录，而“信访处置”管
理流程模块将对线上信访举报处置进
行全程留痕。这些数据将根据需要自
动生成各类廉情报表、干警廉政档案
和信访电子档案，让“沉睡”在工作
角落中的数据创造出更大价值。

“系统上线后，我们 90%的信访
工作可以在系统平台上进行处理、流
转，工作质效得到极大提升。”南昌
中院监察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传统
的信访举报工作流程主要依靠人工填
写记录，各级审批程序耗时费力。

该系统信访处置模块设有案件分
流、谈话函询、初步核实、立案审查
和申诉复查5个子模块，信访受理人
可在系统中录入信访举报信息，全程
网上报批、在线对信访件进行分流处
置，实现信访处置全程留痕和线上办
理。

“该系统不仅把司法权力关进了
‘制度铁笼’和‘数据铁笼’，防范权
力异化风险，更是推进办案方式规范
化、权力监督常态化和纪检监察智能
化的新引擎，南昌法院将对该系统进
行深度开发应用，为加快建设富裕美
丽幸福现代化江西‘南昌样板’提供
更加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居国屏如是说。

打造司法智能监督“南昌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