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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在
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工作规划 （2018-2023）》（以下
简称《规划》）。该规划将作为未来五
年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指导规划。就此，本报采访了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姜启波。

问：请您介绍一下《规划》的起草
背景。

姜启波：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人
民法院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要求和部
署，启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司法
解释全面集中清理工作，对最高人民法
院自 1949年建院至 2011年底单独或联
合有关部门制定的 3351 件司法解释和
指导性文件进行了清理，决定废止司法
解释和司法解释性文件715件，决定560
件司法解释、1532件司法指导性文件继
续有效。通过这次清理，集中解决了司法
解释与法律不一致、司法解释之间不协
调、司法解释内容不准确、司法解释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一致等突出问题。
2012 年至 2017 年 9 月，最高人民法院
又陆续发布了136件司法解释。

十九大报告指出：“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今年5月7日，中
共中央正式向全社会印发《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
划》，要求“司法解释，要按照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及时进行修订完
善”。为落实上述要求，最高人民法院
经过认真调研，并根据中央有关文件对
起草司法解释的明确要求、全国人大对
有关司法解释审查的建议、部分全国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司法解释修改完善
的建议和提案，结合地方法院对起草司
法解释的较集中建议和审判实践需要，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审查立项起草新
司法解释等情况，起草了本《规划》。

《规划》将作为今后五年最高人民
法院起草司法解释的指导意见，贯彻在
司法解释立项、起草、论证、修改、补
充、废止等各项工作中。

问：请您介绍一下在司法解释中全
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
义。

姜启波：我认为，在司法解释中全
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有以
下三个方面的重大意义：

一是贯彻中央规划的具体举措。
2013 年底，中共中央下发 《关于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2015 年 10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 《关于
在人民法院工作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若干意见》，从十一个方
面对人民法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出了要求，但没有单独就司法解释提
出要求。中共中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 提出

“司法解释，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要求，及时进行修订完善”的明确
要求，为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依据。

二是回应社会对司法解释的关切。
近年来，立法机关、代表、委员、专家
学者、地方法院、社会公众、媒体舆论
对最高人民法院一些司法解释提出了一
些修改完善的意见；而司法实践中个别
司法解释条文的适用，社会效果欠佳，
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适时修
订完善有关司法解释，使司法解释全面
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不仅
是司法实践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和社
会的强烈呼声。近期，我们还将启动对
现行生效司法解释的集中清理工作，主
要针对其中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要求的个别条文，及时根据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要求进行修改和完善。

三是为司法工作提供价值引领。比
如，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婚姻法司法解
释 （二） 第二十四条，今年 1 月 8 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夫
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
释》，通过重新分配举证责任，尊重婚姻
关系客观情况，平衡保护债权人和夫妻
一方的合法权益。实践证明，按照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修订完善有关司法
解释，有利于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
标，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司法形象，有利
于进一步统一裁判标准和裁判尺度。

问：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规划，主要遵循哪
些基本原则？

姜启波：我们五年规划的总体要求
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解释立项、起草、论
证、修改、补充、废止等各项工作中，
确保司法解释导向鲜明、要求明确、措
施有力，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坚实制度
保障。

这项工作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对社会

主义法治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司
法解释立项、起草、论证、修改、补
充、废止等各项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政
治方向。

二是坚持司法为民。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以保障人民根本
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司法解释
符合人民意愿，符合立法意图。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一切从实际出
发，尊重司法规律，回应社会关切，从
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入手，增强司法解释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

四是坚持价值引领。树立鲜明的价
值导向，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要求，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
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上升为司法适
用原则、裁判标准。

五是坚持统筹推进。这项工作要区
分轻重缓急，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司法解
释立项、起草、修改、补充、废止工
作，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比如，
民法总则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施行后，
民事审判领域迫切需要解决诉讼时效衔
接适用的问题。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加
大工作力度，及时出台《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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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
解决了诉讼时效衔接适用的裁判标准统
一问题，并将民法总则的诚信原则、公
平原则贯彻在司法解释中。

问：请介绍一下司法解释如何体
现、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姜启波：好的。《规划》从五个大
的方面规定如何通过司法解释体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是，就司法解释中
如何体现爱国、敬业、文明、和谐的核
心价值作出要求。就此，要修订完善有
关名誉权、荣誉权司法解释，加强对英
雄烈士名誉权、荣誉权案件纠纷的指导
力度；要修订完善婚姻、家庭纠纷等司
法解释，进一步优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
作机制，切实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
德，促进夫妻和谐、家庭和睦；要加强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预防和惩治校
园暴力等现象，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要修订完善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
释，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企
业生存发展。

二是，就司法解释中如何体现平
等、公正、民主、法治的核心价值进行
规定。要修订完善有关诉讼法的司法解
释，平等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要进一
步完善产权平等司法保护制度，加强产
权保护力度，特别是加大对非公有财产
的刑法保护力度；要研究完善财产征收
征用案件裁判规则，维护被征收征用者
的合法权益；要及时出台审理个人信息
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
保护个人信息权；要修订完善涉野生动
物和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相关犯罪案件的
司法解释；要修订完善执行司法解释，强
化公正执行、善意执行、文明执行理念。

三是，就司法解释中如何体现正
义、友善、互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作
规定。要适时出台防卫过当的认定标
准、处罚原则和见义勇为相关纠纷的法
律适用标准，鼓励正当防卫，保护见义
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弘扬社会正气；要
修订完善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工作的意
见，进一步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

四是，就司法解释中如何体现诚实
守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作规定。要及

时研究出台有关适用民法总则相关规
定的司法解释，进一步修订完善合同
法司法解释；要修订完善生产销售伪
劣商品犯罪、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
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维护市场秩
序；要尽快出台关于防范惩治虚假诉
讼的司法解释，推动当事人诚信诉
讼；要修订完善政府作为案件一方当
事人的相关合同纠纷的裁判规则，及
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促进政府守信
践诺；要修订完善有关执行工作的司
法解释，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五是，就司法解释中如何体现富
强、创新、开放、绿色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和新发展理念作规定。要修订
完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
的司法解释，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
展；要修订完善涉农案件司法解释，
服务和保障乡村振兴战略；要修订完
善房地产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确保国
家房地产政策的有效执行；要完善金
融犯罪、金融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维
护国家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要
修订完善破产法司法解释，服务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要修订完善知识产权
纠纷司法解释，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
为惩治力度，服务创新驱动战略；要
修订完善环境资源纠纷案件司法解
释，加大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力度，服
务美丽中国建设；要修订完善涉海事
海商案件司法解释，服务和保障我国
海洋强国战略。

问：您能介绍一下在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司法解释工作规划吗？

姜启波：目前，侵权成本低、维
权成本高是知识产权审判实践中被侵
权人反映最为强烈的一个问题，也是
中央高度关注的问题。《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
产权的意见》专门有一节“九、加大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并明确要求，

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治力度，提
高知识产权侵权法定赔偿上限，探索
建立对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侵
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情节严重的恶
意侵权行为实施惩罚性赔偿，并由侵
权人承担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
付的合理开支，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成
本。为落实中央部署，及时呼应审判
实践的关切，我们在未来五年要在以
下几个方面加大知识产权司法解释起
草工作力度：一是，加大对知识产权
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在现行立法未
修改的情况下，探索以知识产权的市
场价值为参照确定损害赔偿额度，积
极推动在专利权、著作权等领域确立
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知识产权侵权
成本，解决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
等问题。二是，加强知识产权执法与
司法的衔接，及时总结专利授权确权
行政案件、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
纷、反不正当竞争纠纷、商业秘密纠
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纠纷及商标民
事纠纷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出
台司法解释。三是，深入研究知识产
权证据规则等问题，积极探索技术调
查官参与知识产权诉讼活动，及时研
究知识产权及竞争纠纷案件管辖的新
问题。四是，深入研究知识产权纠纷
诉前行为保全申请的处理，既要依法
打击知识产权侵权人，又要避免当事
人恶意利用诉讼程序打击竞争对手、
损害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违法行为。

问：该《规划》确定了未来五年
的工作任务，如何在司法解释工作中
贯彻落实？

姜启波：按照《规划》要求，今
后五年我们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要求起草、修改、完善约一百件
司法解释，因此，本《规划》是今后
五年司法解释立项修改废止的指导意
见，需要在司法解释工作中认真贯彻
落实。在今后司法解释立项时优先以

《规划》所列项目作为司法解释立项
的审查依据，并将《规划》所列计划
项目作为司法解释申请立项的单
位，原则上不再立项起草新的司法
解释。对于实践中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需要、反映人民群众新要求、新
期待的其他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要求的司法解释需求，要及时进
行审查，并及时进行立项起草新的
司法解释。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魂，全面筑牢司法解释的价值基础
——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规划（2018-2023）》访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

本报记者 孙 航

本报惠州9月18日电 今
天，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依法对严少亮等 15 人组织、
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
罪、聚众斗殴罪、非法拘禁
罪、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
物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
严少亮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并限制减刑；被告
人陈辉、张家宝均被判处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其余 12名被告人分别被判
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至二年不
等，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或
罚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2 年

起，黄荣辉在惠州市惠城区开设
“啤酒机”赌档和挂靠东江典当行
放高利贷，后以赌档和典当行为
依托，通过笼络乡邻、招纳小
弟、聘用员工等途径，逐步建立
起以其为组织、领导者，以严少
亮等5人为积极参加者，其他骨干
成员固定、层级结构明确，人数
众多、势力庞大的黑社会性质组
织。

1998 年 3 月 10 日，因争夺赌
场地盘发生矛盾，黄荣辉团伙成
员 被 江 李 华 团 伙 绑 架 ， 黄 荣
辉、严少亮等人为挽回江湖面
子，决定报复江李华，严少亮
提供了一支长枪，黄荣辉提供
一支手枪、一支猎枪、若干砍
刀及一辆车等作案工具。3 月 30
日 ， 由 团 伙 成 员 跟 踪 江 李 华 ，
并 在 开 车 撞 倒 后 ， 持 枪 射 击 ，
团伙成员将江李华抬上车后在
一路段抛下，并砍击其手脚后
逃离。当晚，江李华被路人发
现时已死亡。

2000 年 ， 黄 荣 辉 因 病 死 亡

后，严少亮接续领导该组织，并
逐渐形成了以张荣青、陈辉、张
家宝等7人为积极参加者，其他骨
干成员固定、层级结构明确，人
数众多，势力庞大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

2005 年，团伙成员为垄断惠
阳地区玉米芯行业，不准外地人
来收购，对前来收购玉米芯的外
地商贩进行恐吓和驱赶。同年 7
月，将前来收购玉米芯的李某
信、李某强等人打伤、车辆砸
坏； 8 月 24 日，李某强、李某
伟、宋德勇等5人开车向农户收购
玉米芯时遭团伙成员追赶、逼
停，随后，多名团伙成员持刀砍
击，造成宋德勇动脉断裂大出血
当场死亡、李某强等3人全身多处
受伤。

严少亮等人还先后设立惠州
市康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惠州
市泰尚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泰尚公司，原名惠州市鑫景鸿实
业有限公司），并以此为依托，为
其团伙成员提供作案工具、经

费、报酬和作案后的庇护场所。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严

少亮无视国法，积极参加黑社会
性质的组织，并故意非法剥夺他
人生命致1人死亡；后又组织、领
导该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非法损
害他人身体健康致 1人死亡、1人
重伤、3人轻伤，聚众斗殴，非法
拘禁他人，随意殴打、恐吓他
人，占用公私财物，严重影响他
人的工作、生产、经营，纠集多
人毁坏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聚众
斗殴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
罪、故意毁坏财物罪。严少亮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已被其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
为吸收，对严少亮应按其所犯的
全部罪行及其组织、领导的黑社
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进行
处罚，并数罪并罚。其他各被告
人均应按各自参与的罪行数罪并
罚。

据了解，该案被列为全国扫

黑办重点督办的案件。从该案
被告人量刑情况看，3 人被判处
死 缓 ， 且 其 中 首 犯 被 限 制 减
刑，是广东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行动以来首例被判处限制减刑
的涉黑案例，另有 3 人被判处有
期徒刑二十年，在该案中重刑
率达 73.3%，是近年来涉黑案中
重刑率最高的案件；另外， 15
名被告人全部被没收财产或罚
金 ， 充 分 发 挥 了 罚 金 刑 作 用 ，
切 实 斩 断 黑 恶 势 力 的 经 济 链
条。在案件审理难度方面，据
本案审判长介绍，本案判决书
长达近 300 页，证人多达 100 多
人，涉案卷宗多达 90 余本，罪
行累累、罄竹难书。合议庭 3 名
员额法官连续多日开庭审理本
案，在案件办理全过程中，法
院始终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
政策，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
罪从无、证据裁判、非法证据
排除等法律原则和制度，对没
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指定辩
护律师，实现辩护全覆盖，依
法保障被告人、辩护人各项诉
讼权利。坚持宽严有据、罚当
其罪，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切
实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黄胜龙 林 婷 卢思
莹）

惠州 15 人重大涉黑案一审宣判
3人被判死缓，首犯严少亮七罪并罚被限制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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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10月8日上午10时至
2018年10月9日上午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
农业路169号院1号楼2单元4层405号的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第一次），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
spm=a213w.3064813.0.0.WmDlVt&user_id=1991614219，户名：河
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秦皇岛奥莱特腈纶有限公司的债权人：按照法定程序和破产工作安
排，秦皇岛奥莱特腈纶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提议，经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批准，决定于2018年10月18日上午9时，在秦皇岛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大会议室（秦皇岛市燕山大街109号），召开秦皇岛奥莱特腈纶有限公司债
权人会议，第二次审议、表决《秦皇岛奥莱特腈纶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望派员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
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或律师执业证件复印件，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或律师执业证件复印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指派函。授权委托书中应明确写明委托参加会议的代
理人有权对会议表决事项进行表决。 河北非法院单位

河南长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债权人：河南长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2017年5月19日经郑州上街区法院民事裁定（2017）上民破字第1号进
入破产程序，上街区法院（2017）豫0106民破1号指定河南世纪联合会计
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河南长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破产管
理人公告，望该公司广大债权人见报后，向河南长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1、申报期限为1个月，自登报之日起开始计算。2、债
权人应提供债权形成的合法有效凭证进行登记。3、逾期不申报的债权人
视为自动放弃债权。申报地址：郑州高新区金梭路33号西悦城6层814
室。电话：0371-67990330。联系人：张女士，18339220118；黄女士，
15036015461。 河南长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18年9月14日

2018年6月21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广州高宝房地

产有限公司进入强制清算程序，并指定广东天诺律师事务所组成清算
组。请各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申报债
权应书面明确债权数额、有无担保等有关事项，并提供书面证明材料。逾
期申报债权的，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清算组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
新城华强路9号保利克洛维中盈大厦1305室；邮编：510623。联系人：陈
忠律师，办公电话：020-38372421，传真：020-38372312；手机号码：
18002285778。 广州高宝房地产有限公司清算组

本院根据申请人苏州中晟烟囱制造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9月4日
受理被申请人苏州英诺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依法指定江苏
竹辉律师事务所作为被申请人的清算组。被申请人的债权人应在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被申请人的清算组（通讯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都街72号
宏海大厦19楼;邮政编码：；联系人：陈瑶、陆贤刚；联系电话：18662187311、
13004559394）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
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明。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公
司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被申
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相关管理人员应当从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被申请人的
清算组移交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并向人民法院提
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
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妥善保管并移交其占有和管理的财
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交的，应当应清算组的要
求做出书面说明或者提供有关证据与线索；根据人民法院、清算组的要
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人民法院、清算组和债权人的询问；人民法院认
为应当办理的其他事项。被申请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被申
请人的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云南冶金集团进出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9
月7日裁定受理中国冶金进出口云南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9月7
日指定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为中国冶金进出口云南公司管理人。中国冶金
进出口云南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0月30日前，向中国冶金进出口云
南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百集龙家具广场E座三楼
302室-308室；邮政编码：650000；联系人：杜远鑫、赵文讲；联系电话：
15925228981、159124436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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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进出口云南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中国

冶金进出口云南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1月6
日下午2时30分在昆明市西山区百集龙家具广场E座三楼云南唯真律师事
务所会议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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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结婚证一本，持证人董伟宁（DONGWEINING），发证机
关：福州市民政局，发证日期：2016年 12月 16日，结婚证字号：
J350100-2016-003035号，因系原告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特此声
明作废。 [福建]长乐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郑桂新申请宣告郑桂忠失踪一案，经查：郑桂忠下落
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郑桂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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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将依法宣告郑桂忠失踪。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仕生申请宣告曾锦荣死亡一
案。申请人李仕生称，因下落不明人曾锦荣 (女，身份证号：
440307195908022345，现年59岁，籍贯：广东，原居住于深圳市龙岗区坪地
镇)于2009年1月19日离家走失，后经多方寻找，毫无音讯，现向法院申请宣告
曾锦荣死亡。下落不明人曾锦荣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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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曾锦荣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
下落不明人曾锦荣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曾锦荣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东]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9月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梁伦崧申请宣告梁吉红
死亡一案。申请人梁伦崧称，被申请人梁红吉之父亲与申请人之祖父
为同胞兄弟，被申请人之父死后，因其年幼，便跟随申请人的祖母及母
亲共同居住生活。1960年-1962年间，因当时生活原因，被申请人梁吉
红私自外出至今下落不明，特申请宣告死亡。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为1年。希望梁吉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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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9月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黎昌南申请宣告公民黎潮
才死亡一案。申请人黎昌南称，与黎潮才系父子关系，因其溺水失踪，至今
已下落不明满4年。根据法律规定，请求宣告黎潮才死亡。下落不明人黎
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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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黎潮才将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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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潮才
的情况，向本院报告。并定于公告期满之日起第3日上午9时在本院法庭
开庭审理（如遇节假日顺延）。 [广西]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1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林仁秀申请宣告唐柳艳
失踪一案。申请人林仁秀称，申请人林任秀与被申请人唐柳艳是婆媳
关系，唐柳艳于2004年嫁到北海市银海区福成镇平联村委会新屋村3
号村民农国成家共同生活，当时因女方唐柳艳未满20岁不能领取结婚
证，2006年7月25日非婚生儿子农天健出生。农国于2009年7月27日
因病死亡，唐柳艳于2009年底离家出走。此后，非婚生子农天健至今跟
随申请人林任秀一起生活，当地政府已确认农天健为孤儿，一直享受
政府补助。现因农天健领取孤儿补助需要母亲失踪的法律证据，故诉
至法院请求依法宣告唐柳艳失踪。下落不明人唐柳艳应当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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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不明人唐柳艳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唐柳艳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唐柳艳情况，向本
院报告。 [广西]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元臣申请宣告王宣奖死亡一案，经查：王宣奖，男，84岁，汉
族，于1995年12月9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王宣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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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丛艳申请宣告王金忠死亡一案，经查：王金忠，身份证号码
231026195703117011，男，1957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奋斗化工厂退
休工人，原住所地密山市密山镇皇宫小区一单元302室。2014年5月，王
金忠因去密山市当壁镇当壁镇村北侧大堤处穆棱河畔打鱼不慎溺水，经
多方查找至今无音信。王金忠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1年。希望王金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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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山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田福林申请宣告赵鑫失踪一案，经查：赵鑫，女，1990年8月
12日出生，原住朗乡林业局新东林场，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赵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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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乡林区基层法院

本院受理孟涵宇申请宣告韩春梅失踪一案，经查：韩春梅，女，
1979年 2月 1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239005197902120023。下
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韩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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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力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08月1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彦君申请宣告孙静
失踪一案。申请人刘彦君称与被申请人孙静系母子关系，因其2011
年3月1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
则》之规定，特向贵院提出申请，请求宣告孙静为失踪。下落不名人孙
静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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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孙静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孙静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孙静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穆棱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慎祥申请宣告李汉梅死亡一案，经查：李汉梅（女，
1962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汉区民主三街38-3号，公
民身份证号码420103196211293764）于2009年3月17日失踪，至今
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李汉梅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027-83567219）。期限
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饶书民申请宣告杨贵春失踪一案，申请人饶书民称，其与杨
贵春（1986年2月23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码：431230198602236325）系
母子关系。2007年3月其父饶名伟因病死亡，2007年11月杨贵春外出至今下
落不明。下落不明人杨贵春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
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杨贵春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
下落不明人杨贵春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杨贵春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谷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莉涵申请宣告李腊生失踪一案，经查：李腊生，男，
1962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工人二村26-1号，于
2016年8月11日起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李腊生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3个月期间届满
仍下落不明，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北]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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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9月18日电 （记者 赖 星）江西省高
级人民法院9月18日发布消息称，决定对赔偿请求人李锦
莲支付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203万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90 万元，合计 293 万余元，驳回了李锦莲的其他赔偿请
求。日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向李锦莲送达了国家赔
偿决定书。

根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0 年 5月作出的刑事裁
定，李锦莲，男，1950 年 6 月 3 日生于江西省遂川县，
农民。1998 年，李锦莲被怀疑用奶糖毒杀同村的两名
儿童。1999 年，江西省吉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
处李锦莲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李锦莲不服，提起上
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 2000 年 5 月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此后，李锦莲案被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江西省高
级人民法院于 2018年 5月 18日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公开开
庭审理。法院再审认为，原审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达到确
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原审认定李锦莲犯故意杀人罪
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不能认定
李锦莲有罪。6月 1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李锦莲故
意杀人再审一案进行了公开宣判，撤销原审裁定和判决，
宣告李锦莲无罪。

2018年 7月 18日，李锦莲向赔偿义务机关江西省高
级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等有关规定作出了上述赔
偿决定。

江西高院作出决定

赔偿李锦莲293万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