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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缉枪治爆，万不可放松

短评

维护诚信理应惩治背信弃义行为
扬善必先抑恶。
今年以来，
辽宁省三级
法院连续开展执行攻坚专项行动，截至目
前已拘留失信被执行人 3667 人。
“老赖”现象由来已久，如果不能有效
惩治“老赖”，不能严格执行法院判决，则
法律就会失去约束力、
威慑力，
不仅难以维
护公平正义，
更会对公序良俗、
世道人心带
来负面影响。当然，对“老赖”进行惩治，光
靠法院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多部门、
多领域
联合行动，让失信者处处受限、
寸步难行。
事实上，有效惩治“老赖”，一直是全
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从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员名单的
“老赖”
被限制乘坐飞机和软
卧火车，
到《失信企业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
合作备忘录》，再到《关于网络执行查控及
信息共享合作备忘录》，不同系统、不同职
能部门间的相互配合、
密切合作，
已然消除
了惩治“老赖”
的体制机制障碍。
“诚信者，
天下之结也”。
诚信是维系社
会良性运行的纽带，
没有诚信这个“结”，
社
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
守信联合激励、
失信
联合惩戒，此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必要
手段和重要途径。
进一步看，
对“老赖”
处处设限，
真正戳
到“老赖”的痛点，才能改变过去失信收益
高于守信收益的不正常现象，
防止
“劣币驱
逐良币”和“破窗效应”的出现。同样，只有
对挑战法律底线的
“老赖”
进行信用惩戒和
追究刑责，才能真正体现法律的威严和效
率，才能让诚实守信、敬畏法律深入人心，
进而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好社会
氛围。
目前，
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惩戒，
已然扭转了长期以来法院执行工作的被动
局面，
也让失信受惩罚成为社会共识。
——鹰 远

电子信箱:pinglun@rmfyb.cn

互联网大发展催生互联网法院

微言大义

全国 146 个城市 9 月 20 日联动，集中
销毁 14 万余支非法枪支及一大批炸药、雷
管等爆炸物。
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持续稳
定，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已是
不争的事实。这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我
们始终坚持严管严控枪爆物品、严打严治
枪爆犯罪。进入新时代，推进平安中国建
设，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就要抓好缉枪治爆这个源头性、关键性的
举措，
“治枪爆、除祸患、保民安”的工作一
刻也不能放松。
斩断非法枪爆犯罪链条必须依靠齐抓
共管。非法枪支爆炸物的制贩、
走私、
销售
等各个环节涉及监管部门众多、流窜地域
分散。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我国建立起
公安部牵头，24 部门参加的打击整治枪支
爆炸物品违法犯罪部际联席会议，开展为
期两年的专项行动，就是要打一场协同作
战的整体仗，
通过完善监管漏洞、
拓宽线索
收集渠道、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
衔接，
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
铲除非法枪爆问题土壤必须实行源头
治理。要立足“缉枪”
“治爆”
“净网”，加大
对枪爆物品来源和“买家”的核查打击力
度，
紧盯枪爆重点部位，
建立枪爆从业单位
常态化安全检查机制，强化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最大限度收缴非法枪爆物
品，全力铲除枪爆问题滋生的土壤。消灭
非法枪爆祸患必须广泛发动群众。非法枪
爆物品是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
大隐患，要大力宣传非法枪爆物品的严重
危害性，增强群众自觉抵制非法枪爆物品
的共识，
通过建立举报重奖制度，
调动人民
群众积极参与，以人民的名义打一场缉枪
治爆的“人民战争”
。
——熊 丰

联系电话：
（010）67550746

陈增宝
开栏的话：2018 年，中国迎来改
革开放 40 周年。40 年来，人民法
院砥砺奋进，
探索创新，
走过了极
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为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
从即日起，
本报开设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评说”征
文专栏。评述改革开放 40 年来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各
项工作取得的进步与成绩。
征文体裁为评论，
从全国全局
的角度，
评说一项法院工作的发展
与进步，
字数为1500字至2000字。
欢迎积极撰稿，来稿请投电
子 邮 箱 pinglun@rmfyb.cn，征 文
注明“改革开放 40 周年”
字样。

2018 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
40 周年。40 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
腾飞，民主法治建设加速推进。伴随
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从 1994 年中国
全功能接入互联网，到 2017 年底中
国网民规模达到 7.72 亿人，中国互联
网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至今发展迅
猛，正从世界潮流的追随者变为引领
者。我国互联网的每一步发展，都离
不开法治的护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在网络空间治理历程中，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始终。
40 年 来 ， 人 民 法 院 砥 砺 前 行 ，
锐意创新，紧跟时代步伐，见证了中
国法治的发展进程，谱写了法院人的
改革篇章。其中，经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 36 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7 年 8 月 18 日正式挂牌运行的杭
州互联网法院，作为世界首家互联网
法院，为构建适应网络法治时代的司
法新形态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鲜活样
本。今年 7 月 6 日，在杭州互联网法
院试点一周年之际，经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决
定增设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推广
杭州互联网法院成功经验，进一步深
化互联网法院试点探索，健全完善互
联网案件审判格局。这是司法主动适
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重大制度创

⇨上接第一版
经过仔细分析，法官发现该案
涉及的每一起有组织犯罪或多或少
都有满宇然的参与，涉案大部分被
告人均能从赌场或建筑工程中获取
数额不等的经济利益，其中，满宇
然是最大的获益者。结合相关被告
人供述和证人证言，法官确定满宇
然为该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综
合该案具备的经济特征、行为特征
和危害特征，最终认定构成黑社会
性质组织。
“既不能降格处理，也不能人为
拔高，必须明确政策界限，准确把握
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犯罪集团、
恶势力团伙犯罪的区别。”
在吴靖看来，要把案件办成经得
起历史检验的铁案，必须把“两高两
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
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与刑法规定结合
起来，准确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集团和恶势力的犯罪构成条件，严
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
用关。
针对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犯罪事实
多、审判难度大的特点，山东高院加
大对下指导和业务培训力度，在组织
全省法院审判业务骨干参加最高人民

送达破产文书
本院根据信阳市煤炭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30日裁定受理信阳
市煤炭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7月13日指定清算组为信阳市煤
炭公司管理人。
信阳市煤炭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0月13日前向信阳
市煤炭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礼节路19号信阳市物
流管理中心；
邮政编码：
464000；
联系电话：
13949175533陈守宇；
03766223453张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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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煤炭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信阳市煤炭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
地点及需携带的资料，
届时由管理人另行
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信阳市金属回收总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30日裁定
受理信阳市金属回收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7月13日指定
清算组为信阳市金属回收总公司管理人。
信阳市金属回收总公司的债权
人应自2018年10月13日前向信阳市金属回收总公司管理人（通讯地
址：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礼节路19号信阳市物流管理中心；
邮政编码：
464000；
联系电话：
13507600338张涛；
0376-6223453张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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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金属回收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信阳市金属回收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
地点及需携带的资料，
届时由管理人另
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信阳市金属材料总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30日裁定受
理信阳市金属材料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7月13日指定清
算组为信阳市金属材料总公司管理人。
信阳市金属材料总公司的债权人
应自2018年10月13日前向信阳市金属材料总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礼节路19号信阳市物流管理中心；邮政编码：
464000；
联系电话：
13837692537何宇；
0376-6223453张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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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至今发展迅
猛，正从世界潮流的追随者变为引领者。互联网大发展催生互联网法院，我
国互联网的每一步发展，
都离不开法治的护航。

新”，体现了新时代人民法院深化司
法体制改革的三个鲜明导向。
首先，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是司法
主动对接网络强国战略、服务互联网
经济发展的时代需要，体现了改革的
责任导向。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发
展，人类开始迈入网络化、数据化和
智能化时代。2017 年，我国数字经
济规模达到 27.2 万亿元，占 GDP 的
比重不断提升，成为驱动经济转型
升级的重要引擎。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我国网民规模已达 8.02 亿，互联
网普及率为 57.7%。其中手机网民规
模达 7.88 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
网的比例高达 98.3%。如何有效服务
网络经济发展大局、保障网络强国战
略的实施，这是新时代赋予司法的新
使命新担当。在杭州、北京、广州等
互联网产业较集中的地区设立互联网法
院，通过对新型互联网案件的公正审
理，有利于及时总结研究互联网产业发
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公正裁判引导和
规范网络行为，强化网络空间综合治
理，打造公平诚信、用户放心的网络
环境，促进互联网经济健康有序发
展。
其二，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是全面
落实依法治国要求、探索网络空间治
理法治化的必然要求，体现了改革的
问题导向。在科技狂奔、万物互联、
产业高歌猛进的时代，随之而来的海
量数据和网络空间的安全、治理问
题，也就如影随形，互联网绝不是法
外之地。放眼世界，迄今为止，国际
互联网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
序不合理以及围绕网络空间规则制定
权和话语权展开竞争的基本态势一直
没有改变。成立专门管辖涉互联网案
件的专业性法院，无疑为今后网络空
间治理规则的积累、完善提供了极为
重要的司法平台。这是在网络领域全
面贯彻依法治国要求、增强制度供给

法院举办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培训班
的基础上，又先后就黑恶势力犯罪案
件法律适用、刑事证据审查判断问
题，采取视频会议方式，开展了两次
集中培训，全省法院累计参训人数达
4000 余人次，收到了良好效果。

重证据，守程序，庭审
实质化贯穿始终
庭审，是刑事审判的关键和重要
环节。
在案件审理中，人民法院不仅注
重严办案、快办案，而且注重办铁
案。
“吴长伟等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案
情复杂，罪名繁多，是近年来东营区
法院审理的最大一起涉黑案件。”对
于有多年审判经验的法官周忠华来
说，此案是他从业生涯中的难忘经
历。
为厘清案情脉络，严格依法办
案，合议庭对涉案 188 册卷宗逐一翻
阅甄别。发现鉴定意见不符合法定程
序等证据不足问题，及时提出补充侦
查建议，保证了案件事实认定准确无
误。
在周传智案中，主犯非法所得数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信阳市金属材料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信阳市金属材料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
地点及需携带的资料，
届时由管理人另
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信阳市燃料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30日裁定受理信阳
市燃料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7月18日指定清算组为信阳市燃
料公司管理人。
信阳市燃料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0月18日前向信阳
市燃料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礼节路19号信阳市物
流管理中心；
邮政编码：
464000；
联系电话：
13603761389严辉海；
03766223453张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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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燃料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信阳市燃料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
地点及需携带的资料，
届时由管理人另行
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河南省畜产品进出口公司信阳肠衣加工厂的申请于2018
年7月20日裁定受理河南省畜产品进出口公司信阳肠衣加工厂破产清算
一案，
并于2018年7月30日指定清算组为河南省畜产品进出口公司信阳
肠衣加工厂管理人。
河南省畜产品进出口公司信阳肠衣加工厂的债权人应
自2018年10月30日前向河南省畜产品进出口公司信阳肠衣加工厂管理
人（通讯地址：
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66号信阳市商务局；
邮政编
码：
464000；
联系电话：
13700761901项娟;13937625206杨恒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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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畜产品进出口公司信阳肠衣加工厂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河南省畜产品进出口公司信阳肠衣加工厂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
地点及需携
带的资料，
届时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河南省畜产品进出口公司信阳裘皮加工厂的申请于2018
年7月20日裁定受理河南省畜产品进出口公司信阳裘皮加工厂破产清算
一案，
并于2018年7月30日指定清算组为河南省畜产品进出口公司信阳
裘皮加工厂管理人。
河南省畜产品进出口公司信阳裘皮加工厂的债权人应
自2018年10月30日前向河南省畜产品进出口公司信阳裘皮加工厂管理
人（通讯地址：
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66号信阳市商务局；
邮政编
码：
464000；
联系电话：
13700761901项娟；
13937625206杨恒生）申报债

的重要改革探索，是我国主动参与全
球网络空间治理和规则制定的重大尝
试。
其三，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是推进
司法供给侧改革、落实司法公正为民
宗旨的有力抓手，体现了改革的目标
导向。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给人类的生
产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的改变，同时
也拓展了社会治理的时间、空间、质
量和效率维度。互联网法院的设立，
彰显了互联网具有的“泛在性、通用
型、低成本”等便民优势，从而为改
进司法供给、实现公正为民找到了新
型方式，拓展了司法制度体系的想象
力，体现了新时代司法改革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利于使互联网与
司法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相映成
辉”的生动局面。
一年来，杭州互联网法院以“互
联网方式审理涉互联网案件”的功能
定位，全面彰显了审判业务与技术创
新深度融合、相互反哺的时代特征。
从而有力推动了我国互联网司法的技
术进步、效率提升和动力变革，全面
提升了互联网审判专业化水平、解放
了传统司法生产力，形成了以互联网
为基础设施和创新元素的专业化组织
及其运行发展新形态，呈现出涉网案件
审判管辖专业化、涉网案件审理方式在
线化、涉网案件解纷能力智能化、网上
数据处理一体化、涉网纠纷化解多元化
等五大基本特征。其中，专业化、集中
受理网络购物、服务合同、网上侵权等

互联网特性突出、适宜在线审理的涉
网案件，已成互联网法院的最大亮
点。
评估任何一项司法改革是否取得
成效，关键要看人民群众在改革参与
中是否有获得感，可从是否更加有利
于案件司法公正的实现、是否有利于
司法效率的提高、是否有利于为民宗
旨的落实等维度加以检验。实践证
明，杭州互联网法院的运行实践和试
点成效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入选“首
届数字中国建设年度最佳实践成
果”，并被人民网评选为“改革开放
40 年的 40 个‘第一’”，在海内外引
起强烈反响。截至今年 8 月底，杭州
互联网法院共受理互联网案件 12103
件，审结 10646 件，线上庭审平均用
时 28 分钟，平均审理期限 41 天，比
传统审理模式分别节约时间 3/5、1/
2，一审服判息诉率 98.59%，充分彰
显了以互联网方式审理互联网案件的
公正、效率、公开和便民优势。通过
涉网案件的专业化审理，有效统一了
裁判尺度，强化对网络虚拟财产、知
识产权、企业商业秘密、公民个人信
息的保护力度，也为下一步积累网络
治理规则、深度服务网络强国战略奠
定了基础；针对互联网纠纷总体上数
额小、量多、跨地域等特点，互联
网法院依托网络诉讼平台和智能服
务系统，使当事人足不出户就可完
成整套诉讼流程，实现打官司“零
在途”“零差旅费”，使打官司“一
次不用跑”成为现实。下一步，随
着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深化建设和北
京、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挂牌运行，必
将赢得更多人民群众为这一重大改革
部署点赞。

投稿邮箱：pinglun@rmfyb.cn 邮件标题请注明“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评说”征文

额在公安侦查阶段查明的数额远远大于
最终法院判决认定的数额。但由于证据
达不到法定标准，法院在前期提前介入
阶段，指导侦查机关进行了扣除。庭审
阶段对公诉机关指控计算错误的 1.5 万
余元数额予以纠正。
“黑恶犯罪事实复杂，证据庞杂，
审查证据要坚持‘案件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尤其关涉
事实能否认定、证据能否采信等问题
时，不能迁就侦查、公诉机关，不能
降 低 法 定 标 准 。” 李 成 涛 斩钉截铁地
说。
扫黑除恶斗争时间紧、任务重、要
求高、难度大。山东高院和全省各
中、基层法院均成立了院长任组长的
专项斗争工作领导小组，抽调精干力
量，组成专门办事机构，强化主体责
任意识、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同时要
求从今年 9 月份起，凡是新受理的黑
恶势力犯罪案件，中、基层法院院长
要亲自担任审判长，并将此项工作落
实情况作为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重要内
容，确保全省法院专项斗争工作要求不
降、力度不减。
案件台账、信息报送、督查督办……
多项工作机制，确保全省法院黑恶势力
犯罪案件底数清楚、进展明确、执法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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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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畜产品进出口公司信阳裘皮加工厂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河南省畜产品进出口公司信阳裘皮加工厂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
地点及需携
带的资料，
届时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河南省土产进出口信阳蜂业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7月20日
裁定受理河南省土产进出口信阳蜂业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7月
30日指定清算组为河南省土产进出口信阳蜂业公司管理人。
河南省土产进出
口信阳蜂业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0月30日前向河南省土产进出口信
阳蜂业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66号信阳市
商务局；
邮政编码：
464000；
联系电话：
13569721853薛连昌；
13903978668
张建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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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土产进出口信阳蜂业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河南省土产进出口信阳蜂业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者交付财产。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
地点及需携带的资料，
届时由
管理人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信阳机电设备总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6月30日裁定受理信
阳机电设备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8月6日指定清算组为信阳机
电设备总公司管理人。
信阳机电设备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1月6日
前向信阳机电设备总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礼节路19
号信阳市物流管理中心；
邮政编码：
464000；
联系电话：
18737680366张帆；
0376-6223453张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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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机电设备总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信阳机电设备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想和裁判标准统一。对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山东高院指
定专人督导督办，确保案件质量。
依法、准确、有力惩处黑恶势力犯
罪，既要严格依法办案，又要坚持保障
人权。
周尚全案的辩护人针对事实认定、
证据采信、取证程序等多个方面提出了
辩护意见。合议庭经过研究，对指控的
一起非法采矿罪采纳了辩护人的意见，
依法不予认定。对其他不予采纳的辩护
意见一一阐明理由。
满宇然案涉及 20 位辩护人，庭审
中很多细节彰显出法庭对被告人及其辩
护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在召开庭前会议
时，合议庭充分听取辩护人意见，对于
举证方式、质证方式等事项尽可能采纳
其意见。为便于辩护人在繁杂的卷宗中
更好理清质证和辩护思路，合议庭协调
公诉人庭前向辩护人出示了举证提纲。
而在辩护人座席话筒、电脑数量等细节
问题，法庭也尽可能满足辩护人要求。
诉讼权利有效保障、公平正义切实
体现。全省审结案件中，累计通知法律
援助案件 12 件 14 人。庭审，作为审判
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在改革的
“破”与“立”中，成为守护公正的铜
墙铁壁。

务或者交付财产。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
地点及需携带的资料，
届
时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河南省淮滨船舶修造厂的申请于2018年7月12日裁定受理
河南省淮滨船舶修造厂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8月6日指定清算组为河
南省淮滨船舶修造厂管理人。
河南省淮滨船舶修造厂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
11月6日前向河南省淮滨船舶修造厂管理人（通讯地址：
河南省信阳市滨河北
路交通大厦16楼信阳市航务管理局；邮政编码：464000；联系电话：
13503767711赵东阳；
13837638513赵新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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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南省淮滨船舶修造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河南省淮滨船舶修造
厂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
地点及需
携带的资料，
届时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河南省淮滨县轮船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7月12日裁定受理
河南省淮滨县轮船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8月6日指定清算组为河
南省淮滨县轮船公司管理人。
河南省淮滨县轮船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
11月6日前向河南省淮滨县轮船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河南省信阳市滨河北
路交通大厦16楼信阳市航务管理局；邮政编码：464000；联系电话：
13503767711赵东阳；
13803763213卜华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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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南省淮滨县轮船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河南省淮滨县轮船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
地点及需
携带的资料，
届时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信阳市航运管理处珍珠岩厂的申请于2018年7月12日裁
定受理信阳市航运管理处珍珠岩厂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8月6日指
定清算组为信阳市航运管理处珍珠岩厂管理人。
信阳市航运管理处珍珠岩
厂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1月6日前向信阳市航运管理处珍珠岩厂管理人
（通讯地址：
河南省信阳市滨河北路交通大厦16楼信阳市航务管理局；
邮政
编码：
464000；
联系电话：
13503767711赵东阳；
13603769183李永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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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航运管理处珍珠岩厂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信阳市航运管理处珍珠岩厂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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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正确金融审判思维
葛少帅
树立正确的金融审判思维，
就能够在面对新问题新案件时，
把握住审判方向和裁判尺度。
8 月 20 日，上海金融法院正式挂
牌成立，标志着金融审判作为专业审
判模式，进入了新的阶段。在新阶
段，金融审判应当秉持何种理念，金
融审判法官应当树立何种审判思维，
直接关系到金融审判的效用能否得到
充分的发挥。
在传统民商事领域，民事审判
思维与商事审判思维存在区别已经
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领域内的共
识。民法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公
平，即公平优先兼顾效益及其他，
而商法的最基本价值取向是效益，
即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及其他。不同
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民事审判思维和
商事审判思维各有不同。金融审判
作为从商事审判中独立出来的一类
专业审判模式，并非简单的案件集
中管辖审理。金融审判在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和深化改
革方面承担着重要任务，其价值取
向亦有特殊之处。
3 月 28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
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会议
强调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目的是完
善金融审判体系，营造良好的金融
法治环境。这是金融审判的价值取
向，也是金融审判思维的基础。
具体而言，如何通过金融审判
完善金融体系，营造良好的金融法
治环境呢？最终要落实到每一个具
体金融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去。要审
判好每一起金融案件，需要法官兼
具金融视角。从金融本身考量，完
善的金融审判体系，良好的金融法治
环境一定是能够保障金融市场稳定，
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根据著名
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的观点，金融本
质上是跨期的价值交换，即在双方之
间进行的跨越时间的交易。跨期交割
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信用与违约问
题，是金融交易容易产生泡沫，容易
带来金融危机的原因。这决定了金融
的基石在于信任。对整个金融市场而
言，其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在于积极
营造诚信的市场环境。抓住了这一关
键点，就是找到了风险、危机产生的
根源，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牵
住了化解金融市场风险、维护金融市
场稳定的“牛鼻子”。
因此，在金融审判中，要树立维
护诚信的市场环境的审判思维。一是
可以让法官兼具金融思维，平衡法律
思维，树立统一的审判思维导向，让
金融审判结果既符合法律的规定，也
符合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二是在处
理新问题新案件时，有利于适法统
一。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金融产
品不断推陈出新，与之而来的是层出
不穷的新类型案件。但无论金融产品
再怎么千差万别，本质上都是跨期交
易的工具。树立了正确的金融审判思
维，就能够在面对新问题新案件时，
把握住审判方向和裁判尺度。
立法都是有滞后性的，因此，金
融审判就大有可为。通过一个个具体
的案件，发挥金融审判的指引作用，
树立金融行业的风向标，建立符合当
前社会实际的金融规则，为有效防控
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作出重
要贡献。

付财产。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
地点及需携带的资料，
届时由管理人
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信阳大洋食品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8月3日裁定受理信
阳大洋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8月6日指定清算组为信阳
大洋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信阳大洋食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1
月6日前向信阳大洋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
新五大道66号信阳市商务局；
邮政编码：
464000；
联系电话：
13939735526魏
乃军;13303768673余东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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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大洋食品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信阳大洋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者交付财产。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
地点及需携带的资料，
届时由管
理人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信阳义商针纺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8月3日裁定受理
信阳义商针纺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8月6日指定清算组为
信阳义商针纺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信阳义商针纺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8年11月6日前向信阳义商针纺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河南省信阳
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66号信阳市商务局；邮政编码：464000；联系电话：
18236289192李仁华；
15237667766姚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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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义商针纺有
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信阳义商针纺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
地点及需携带的资料，
届时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信阳市外贸旭昌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8月3日裁定受理信阳市外
贸旭昌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8年8月6日指定清算组为信阳市外贸旭昌公司
管理人。
信阳市外贸旭昌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1月6日前向信阳市外贸旭昌
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66号信阳市商务局；
邮政
编码：
464000；
联系电话：
13233772527陈建明；
13937625206杨恒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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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外贸旭昌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信阳市外贸旭昌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
地点及需携带
的资料，
届时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