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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人民法院事
业在这个发展大潮之中取得了长足进
步，其中法院队伍建设的成就是重要
缩影，一代又一代的人民法官为国家
的司法事业奉献青春和智慧，而改革
开放的发展成果又培养和激励了法官
队伍。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风风雨雨
中，法院队伍建设始终朝着知识化、
专业化、职业化的方向阔步前进，四
十年来法官学历的变迁就是最有说服
力的印证，如果说法院队伍建设成就
已然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那么法官
学历变迁则是法院队伍建设的年轮。

翻阅一些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的
历史档案，不难看到四十年来法官学
历结构变化的历程。改革开放之初，
我国普遍缺乏高学历人才，更缺乏法
律专业人才，那个时代有些法官只有
高小文化，所谓高小也就指接受了完
整的小学教育，拥有中学学历的法官
都属于法院的高级人才。改革开放之
初的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极少有拥
有法律专业学历的法官，现在临近退
休的老法官基本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参
加工作，他们的专业可谓是五花八
门、种类繁多，有些法官还是从部
队、工厂、医院转业到法院。

改革开放之初法官学历结构的状
况反映了当时我国法学教育的实际，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的法学教
育几乎是在完全空白的条件下恢复和
重建。1977 年，北京大学、吉林大
学、湖北财经学院的法律系率先恢复
招生，1978 年，西南政法学院和中
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恢复招生，直到
1983 年底全国有 31 所综合性大学恢
复或设立了法律系。尽管不少高等院
校恢复或设立了法律系，但是这些高
校培养的法律人才仍远远不能满足社

会需求，而且这些法律人才基本上都
流向了大城市或级别较高的部门，广
大基层法院仍然缺乏法律专业的法
官。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期，很
多基层法院虽然缺乏法律专业的法
官，可是招录的法官后备人才基本上
都拥有了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受过高
等教育已经成为法院招录干警的标
配，学历层次的提升促进了法院队伍
整体水平的提高。这些拥有高学历的
法官普遍具有较强的再学习能力，通
过自学培训等方式能够较快地提升法
律专业素养和业务水平，从而能够更
好地适应时代发展对法院工作的要
求。

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法官的学历
结构始终与改革开放的脉搏同频，
1995 年之后是我国高等教育也是法
学教育的大发展时期，据统计 2000
年底我国新设法学专业的大学共有
143所，而到了2007年设立法学专业
的大学达到了600余所，可以说我国
法律人才的数量与法学教育的质量都
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不少基层法院
首位拥有法律专业学历的法官基本是
在 1995 年前后参加工作，依赖全国
法学教育的成果，全国法院队伍建设
专业化迈出了第一步，从此以后越来
越多的法律专业人才走进法院。四十
年的法学教育发展，从学历层次看，
已经形成中专、专科、本科、硕士、
博士、博士后的完整层次结构，这些
学历的取得不限于就读全日制的院

校，还可以通过自考、夜大、函授等
方式获得，不少年纪较大的法官就是
通过自考、函授等方式获得了法学学
历，现在不少法院招录法官助理会要
求硕士研究生学历以上，最低也是全
日制法学本科学历，有些法院不乏拥
有博士学历的法官。另外，法学教育
的发展还促进了专业的细化，例如设
置了民商法、刑诉法、环境法、知识
产权法等更具体的法学门类，这就给
法院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提供了更多元
化的选择。

在法官学历变迁的历史进程中，
不能不提从 2002 开始实施的司法考
试制度。不可否认，司法考试制度对
法官队伍的专业化、知识化发挥了极
大的推动作用，法学教育强调理论
性，司法考试则要求实践性，对考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司法考试涉及众
多的法律门类，对考生知识掌握深度
和广度有着很高的要求，没有认真勤
奋的努力是不可能顺利通过考试，司
法考试的淘汰率和公平性保障了法官
队伍的专业水平，将法院队伍建设水

平推上了新的高度。无论是本科学历还
是研究生学历，2002 年以后从事法官
职业必须通过司法考试，通过司法考试
并拥有法学本科以上学历是现在不少年
轻法官的标配，这样的职业门槛充分彰
显了法院队伍建设的历史性跨越。司法
考试制度实施 16 年之后也走进了历
史，2018 年正式实行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相比较司法考试其要求更加严格，
对那些非法学专业的考生进行了严格限
制，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法官基本上是

“科班”出身。
从低学历到高学历、从专业的五花

八门到法学人才的集聚、从司法考试到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变的是法官们的学
历结构，不变的则是一代又一代的法
官们奉献司法、捍卫正义的情怀，今
天人民法院事业的所有成就都离不开
前辈们的辛勤耕耘。人民法院队伍建
设的所有成就都是改革开放伟大成
就、人民法院事业成就的组成部分，
都离不开党对法院工作的坚强领导、
离不开高等教育事业尤其是法学教育
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对法院
工作的监督与支持。虽然人民法院队伍
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巨大成就，但是
仍然任重而道远，要在新时代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新要求、新期
待，不辱使命、志存高远，刻好法院队
伍建设的时代年轮。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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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学历变迁是法院队伍建设的年轮
刘 勋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法院队伍建设始终朝着知识化、专业
化、职业化的方向阔步前进，四十年来法官学历的变迁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印
证，如果说法院队伍建设成就已然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那么法官学历变迁
则是法院队伍建设的年轮。

微言大义

短评

莫让直播成网络出格言行集散地
余明辉

携导盲犬出行需破除法律观念障碍
何勇海

建立以庭审为中心的
普法宣传教育机制

王宏伟

净化直播网络要提高主播出
格言行的违规成本，强化直播平
台的主体监督责任，强化相关新
实施法律法规的宣传。

近日，网络直播的两则出格言行
引发舆论高度关注，直播平台也因此
被戏称为网络出格言行的集散地。一
是虎牙直播平台某主播在直播过程
中侮辱国歌。二是斗鱼某主播发表精
日言论。

这两起网络平台主播“出格言行
事件”，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仅直接违
反《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的有关
要求，更是直接涉嫌违法。去年9月实
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第 15
条明确，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

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
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机关
处以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今年通过并于
5月1日实施的《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7
条明确规定，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
行为，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
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网络直播平台成为主播出格言论的
集散地，这当然是利益使然。一些网络主

播为获得更大的关注和点击量等，往往没
有下线的靠出格言论等博出位；同时，与
出格言行等形成的巨大利益相比，出格言
行带来的成本却明显很小甚至于无。

但这更是平台主体监管责任不到位
的结果。包括这两例案例在内的主播出
格言行等乱象，基本都是有人举报形成
舆论漩涡后，相关平台才匆忙出手整治
和应对，他们自觉主动事前事中监督之
弱，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也须看到的是，此次的这两例
主播在直播时的出格言论，直接违反的

都是我们实施不久的新法律规定，这也
一定程度上凸显和说明了相关法律法规
的宣传不够等问题。

直播平台不能成为主播出格言行的
集散地。这就要求，一方面，极大提高主
播出格言行的违规成本；其次，也要强化
直播平台的主体监督责任，在查处和处
罚主播个人出格言行的同时，也要加大
对直播平台监督失责的严厉处罚；再次，
强化相关新实施法律法规的宣传，尤其
是平台对主播的宣传和教育，让主播们
及时掌握新规谨守法治道德等底线。

加强普法宣传，庭审是中心，
法官是主体，案件是载体，法庭是
阵地。

普法宣传教育是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
础性工作、战略性工程、政治性任务，
必须抓紧抓好抓实。作为法治宣传教
育的主力军，人民法院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落实“谁执
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持久深入抓
好普法宣传教育并贯穿司法全过程，
其中，至为重要的是要建立以庭审为
中心的普法宣传教育机制，掀起普法
宣传教育热潮，推动法治精神、法律知
识、法律素养入脑入心入行，推动形成
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

加强普法宣传，庭审是中心。庭审
是最生动的法治课堂，因为定案证据
要在庭审中展示，言词辩论要在庭审
中进行，当事人要在庭审中参与，重大
诉讼权利要在庭审中行使，最终裁判
要建立庭审的基础上，要大力推广旁
听庭审制度，进一步简化程序，提供便
利，扩大公开审理范围和旁听人群范
围，努力实现无障碍旁听；大力推进司
法公开，通过庭审现场直播、庭审观摩
等多种方式，把司法的过程变成普法
的过程；积极推动行政负责人出庭应
诉，组织开展领导干部旁听庭审常态
化，抓住“关键少数”普法推动“绝大多
数”知法。

加强普法宣传，法官是主体。法官
是法律的执行者、判断者、维护者，法
官普法具有天然优势。法官要强化主
人翁意识，主动承担“审理一案，教育
一片，影响一方”的普法职能；要积极
主动送法进企业、进校园、进机关、进
农村，主动帮助群众释疑解惑，讲解新
法、新案和涉法的社会热点；依法依规
开设法官个人微博、微信，让新媒体成
为助推法官开展普法宣传教育的“引
擎”；要在工作、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
依法办事，传授法律知识，教育身边的
人，影响身边的人。

加强普法宣传，案件是载体。案例
是人民法院最主要的法治产品，最活
生生的普法教材。每一个个案都是一
张法治名片、法治宣传单。要大力开展
以案释法，讲述法治故事，传播法治声
音；全面推行法律文书上网，加强裁判
文书释法说理，要阐明事理、释明法
理、讲明情理、讲究文理，让人们通过
个案从中受到“看得懂”的启示和教
育，从而增强法制观念，自觉约束自身
行为。

加强普法宣传，法庭是阵地。人民
法庭具有点多，靠近乡村社区等特点，
是法律诉讼的主战场，也是普法宣传
教育的主阵地，打造法庭的普法宣传
教育功能必不可少且大有可为。要摆
正认识，加大投入，将法治元素融入法
庭基础设施建设中，推送法治宣传教
育内容，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法
治教育，增强法治意识；举行“人民法
庭开放日”活动，主动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及社会各界群众，走进法庭，
零距离感受人民法庭工作，加深对法
律文化、法律知识的了解、理解；建立
流动法庭，大力开展巡回法庭审理活
动，把“活的法庭”触角延伸到田间地
头、街道社区，解决普法“最后一公里”
的短板。

学习类APP岂能藏污纳垢

近年来，学习类APP逐渐成为教师
与学生的教学应用与反馈通道。但在流
行背后，记者调查发现，多款学习类APP
存有乱象。

学习类APP乱象可谓五花八门，比
如，内置游戏中心、发布明星榜单和打榜
攻略，号召学生追星、存在大量不雅、性
暗示的内容。而这类APP的使用人数不
断增多，且使用者几乎都是青少年。

这些所谓学习类 APP 之所以变身
为娱乐游戏甚至色情中心，目的不过是
依靠五花八门的内容达到“吸睛”效应，
招来更多用户粉丝，通过流量赚取利益。
据艾媒咨询分析，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
模预计2018年将突破3000亿元关口，达
到3480亿元。在这块在线教育收益的巨
型蛋糕中，有很大的一块便是学习类
APP创造的。不过这种赚钱方式，是建立
在危害青少年思想观念的基础之上的，
是以阻碍青少年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
为前提的。

况且，这种学习类APP具有很强的
隐匿性，不容易被老师以及家长发现。学
生拿着手机进入到APP页面，老师与家
长认为是在学习，但是说不定是在游戏
聊天甚至观看色情内容。

因此，对于学习类APP打着学习的
幌子兜售与学习无关的内容的现象，不
能再熟视无睹，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
制止。一方面，老师与家长要时刻关注孩
子手机APP的内容，一旦发现上面存在
与学习无关的内容，要及时卸载、清理。

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做好监管工
作。出台细则，明确学习类 APP 应该推
送的内容以及对于违规者的处置办法。
一旦发现违规者就要依规进行严厉处
罚。 ——曲 征

“猫娘”被捕，揭开微商的“猫腻”

近日，网红“猫娘”被捕的消息在
网上成为热点。据了解，“猫娘”被依
法批准逮捕，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院。
在此之前，因为声称可以低价拿到各大
品牌产品，“猫娘”一度备受推崇。鼎盛时
期，其在社交网站上的粉丝量一度达到63
万，每次“上新”，都有一大群粉丝等着抢
购。

“猫娘”，堪称是微商的“杰出代表”，
也是粉丝经济与网红经济的巨大受益
者。在其备受推崇的风光时期，“一次秒
杀就可收获百万毛利”……然而，建立在

“涉嫌售假”之上，注定是“海市蜃楼”。
微商，站在“熟人经济”的肩膀上，同

时，站在“互联网+”的风口，于是，风起
云涌。可是，有的微商知假售假，乐此不
疲；有的微商惯用“杀熟”手法，放不下
利，下得了手；有的人是以暴富为目的，
不择手段，甚至无视法律法规，只不过暴
富的微商注定会“暴毙”。《电子商务法》
2019年元旦将实施，微商代购被纳入监
管。有关人士建议，微商们应在法律范围
内合法合规经营，在产业链发展及制度
变革中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

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微商团队不虚不
假，在营销过程中，善于讲述“好故事”，
传播“好声音”，这种经营理念与微商策
略，恰恰体现了微商发展潜力。

微时代呼唤“微商2.0”，微商也应该
高质量发展。在“互联网+商业”的大趋
势下，无论是微商，还是其他形式的商业
新模式，都必须守正创新，敬畏市场规
律。值得提醒的是，微商不妨吸收“道德
营养”，让其成为拓宽市场的公信力，或
许能够更加有生机活力，更加快捷地进
入“微商2.0”时代。

——王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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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限期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及被告
吴国龙提交的证据材料各1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涂永武：本院受理原告刘如同诉被告江西海威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吴
国龙、涂永武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桂0226民初459号，因
你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及被告吴国龙
提供的证据材料各1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涂永武：本院受理原告刘如同诉被告江西海威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吴
国龙、涂永武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8）桂0226民初461号。
因你不在原址居住，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及被告吴国龙提供的证据材料各1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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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午15时1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审理。[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涂永武：本院受理原告刘如同诉被告江西海威路桥工程有限公
司、吴国龙、涂永武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8）桂0226民
初460号。因你不在原址居住，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及被告吴国
龙提供的证据材料各1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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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日（遇
节假日顺延）下午15时1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则依法缺席审理。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株洲市华维包装有限公司、湖南国维洁具股份有限公司的
申请于2018年6月29日裁定受理湖南国维洁具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2018年9月20日指定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为湖南国维洁具股份
有限公司管理人。湖南国维洁具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1月
22日前，向湖南国维洁具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湖南省湘潭市湘
潭大道46号晶都公馆A栋九楼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411100；
联系人：文永军，联系电话：13387321822）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抵押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未申报
债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湖南国
维洁具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湖南国维洁具股
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2月5日9时
30分在本院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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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湘06破9号之一，本院根据岳阳铭基置业有限公司的破产清
算申请，于2018年9月10日作出（2018）湘06破申7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了
岳阳铭基置业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同时指定湖南祈安律师事务所
为岳阳铭基置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通讯地址：岳阳市白石岭北路150
号（八字门驾校左侧），联系人：任磊、郑柳钦，电话：0730-8888115（工作时
间：上午9时-12时，下午14时30分-17时节假日除外）】。有关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岳阳铭基置业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将于2018年12月11日上午9时在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
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天津市糖业食品第四批发公司申请，于2018年9月25日作
出（2018）津0103破2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天津市糖业食品第
四批发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并依法指定天津市清算事务所为管理人。管
理人的地址：天津市河东区津塘路18号鼎泰大厦1506室，邮编：300171，
联系电话：022-24450408。债权人应于2018年12月10日前向管理人申
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天津市糖业食品第四批发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于2018年12月19日（星期三）上午10时在本院501法庭召开，地址天津
市河西区永安道19号。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个人或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天津市明日食品开发公司开发区商贸中心申请，于2018年9
月25日作出（2018）津0103破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天津市明日
食品开发公司开发区商贸中心破产清算的申请，并依法指定天津市清算事务
所为管理人。管理人的地址：天津市河东区津塘路18号鼎泰大厦1506室，邮
编：300171，联系电话：022-24450408。债权人应于2018年12月10日前向
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天津市明日食品开发公司开发区
商贸中心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于2018年12月19日（星期三）上午9时30分在本院501法庭
召开，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永安道19号。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
照、个人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2018年4月13日，本院根据浙江香溢元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的申
请裁定受理浙江森阳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浙江森
阳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管理人在接受本院指定之后，依法积极履职，但
债务人浙江森阳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人员下落不明，管理人未接管到浙
江森阳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印章和财务账册、文书等资料，亦未能接
管到浙江森阳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财产，且经查询，浙江森阳家用纺
织品有限公司名下未登记任何土地、房产、车辆等信息。本院认为，根据
管理人的工作报告以及两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情况，浙江森阳家用纺织
品有限公司有债权人15家，共申报债权28069875.48元，管理人审核认
定的债权金额为27694468.32元。因管理人未能接管到浙江森阳家用纺
织品有限公司的财产、印章和财务账册等资料，无法对浙江森阳家用纺
织品有限公司进行清算，浙江森阳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目前无任何财产
可供分配，故应宣告浙江森阳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森阳
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
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9月5日裁

定宣告浙江森阳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森阳家用纺织品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天津市华泰制网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10月
9日裁定受理天津市华泰制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天
津市华泰制网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天津市华泰制网有限公司管理人（管
理人处理事务的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湘江道香江花园2号楼B1702室，
邮编：300210，电话：022-60320171，联系人：贾新伟）。债权人应在2018
年12月31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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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
的规定处理。天津市华泰制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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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9年1月
11日10时在本院（地址：天津市南开区保山道108号）第32法庭召开。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债权人可以委托代理人
出席债权人会议，行使表决权。代理人出席债权人会议，应当向本院提
交债权人的授权委托书。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王玉山：申请人胡艺琼与被申请人王玉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会已依法受理。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衡仲字第126号仲裁案件受理通知书、仲裁申请书
副本、举证通知书、《衡阳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当事
人、代理人权利义务与风险告知书、仲裁员选定书文本、仲裁程序
选定书文本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选定仲裁员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20日内。你若未在指定期限内选定仲裁员，本会将于公告
期满后第18日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并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28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会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决。 衡阳仲裁委员会

2018年10月15日
耒阳市鹏俊建材有限公司：申请人胡俊与被申请人耒阳市鹏俊建材有

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会已依法受理。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有关
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衡仲字第261号仲裁案件受理
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衡阳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仲裁员名册、当事人、代理人权利义务与风险告知书、仲裁员选定书文
本、仲裁程序选定书文本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选定仲裁员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20日内。你若未在指定期限内选定仲裁员，本会将于公告期
满后第18日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并于公告期满后的第28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下午15时30分在本会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决。 衡阳仲裁委员会

张露乔：本会受理申请人江苏宝地置业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
张露乔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会（2017）
镇裁字第128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裁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镇江仲裁委员会

张立群（身份证号：340421197810224617）：本会受理申请人卢长征诉你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会（2018）九仲字第147号
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庭及仲裁员
选定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当事人注意事项。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有关证据材料、反请求和选定仲裁员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7日内。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未提交答辩、证据、选定仲裁员的，由本会指定仲裁员审理，请你于
答辩期满5日内到本会领取组庭通知书，逾期未领视为已送达，开庭日期为组庭后
7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不到庭将缺席审理。 九江仲裁委员会

徐昊（身份证号232102197707180514）：呼伦贝尔仲裁委员会（以下简
称“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呼伦贝尔市海华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与你之间关于订
货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案件编号为呼仲立字[2018]第41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呼伦贝尔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呼伦贝尔仲
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格式文书：约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选定仲裁员声明书、仲
裁答辩书、授权委托书、送达地址确认函。另送达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
通知书。按照《呼伦贝尔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的规定，你可以从《呼伦贝尔仲裁委
员会仲裁员名册》中选定仲裁员，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逾期则由本会主任指定。你提交答辩书及相关证据材料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之日起30日内。本会定于2018年2月18日上午9时30分在本会仲裁庭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呼伦贝尔仲裁委员会秘书处电话：0470-8217486。仲裁庭地址：内蒙
古呼伦贝尔市河东新区党政办公楼一楼104室。）。呼伦贝尔仲裁委员会

江苏玖玖合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青岛荣洲进出
口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关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青仲（2018）第406
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和《青岛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之规定，
本会主任于2018年8月16日指定仲裁员魏云先一人组成仲裁庭审理本
案。仲裁庭定于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30日后的2018年11月30日14
时在本会［青岛市崂山区同安路886号B座2层（香岭路崂山矿泉水旗
舰中心西邻）］第一仲裁厅开庭审理，请你公司届时出席庭审。如无正当
理由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青岛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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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盲人携导盲犬出行变得
顺畅，一方面，要破除法律障碍，
另一方面，要破除观念障碍。

目前，我国有 1700 多万视障人
士，导盲犬是他们出行的“眼睛”。而现
实中，他们携带导盲犬出行却并不顺
利，屡屡遭遇上车难、住店难等尴尬。

导盲犬为盲人引路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然而，绝大多时候，许多公共
场合是不会接纳导盲犬的，那么，盲
人携导盲犬出行，还需要破除哪些“障
碍”？

一方面，要破除法律障碍。虽然残
疾人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等
规定，盲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
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一些地方的

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也规定，视力残
障者携带导盲犬进站乘车，应当出示视
力残障证件和导盲犬证，导盲犬应当佩
戴导盲鞍和防止伤人的护具。但这些规
定针对的基本是盲人该怎么做，这就难
以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共识：允许盲人携
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和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是保障盲人的基本权利。

另一方面，要破除观念障碍。人们普
遍存在的一种观念是，导盲犬会乱叫扰
民甚至咬人。实际上，导盲犬的选拔十
分严格，有专业人士介绍说，不仅要看

品种、体型、体态，还要看“家族遗传”，
甚至要查三代以上有无伤人记录，最终
选用的是忠诚服从、性格温顺、聪明等
特点的犬只，还要经过科学严格的训
练，持证上岗，一旦暴露恶习，就会被淘
汰。据说目前我国并没有出现导盲犬攻
击他人的记录。有人也会担心导盲犬随
地便溺污染公共环境，实际上，抗干扰、
不乱叫、憋尿和抗饥饿是导盲犬必须训
练的基本功。

要让盲人携导盲犬出行变得顺畅，
首先要破除法律障碍。很多国家对导盲

犬给予了立法保护，比如澳大利亚在反
歧视残疾法令、伴侣动物法令等法令中
明确规定，导盲犬可以进入商店、餐厅、
酒店、飞机、公共汽车等公共场所，而平
常宠物狗是限制进入的。在我国，《上海
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办法》在四年前就明确，盲人可以携带导
盲犬乘坐公共交通。可惜这样的地方立
法很少见，期待残疾人保障法对此有所
突破。至于观念障碍的破除，需要相关部
门与媒体为公众多多普及一些基本知
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