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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历时两年多的“基本解决执行
难”工作，是在党委领导、人大监
督、政府支持、社会参与下开展的
一场执行领域的攻坚战，给我国执
行体制、执行机制、执行模式带来
了重大变革，理顺了强制执行与民
事审判、破产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重新塑造了我国强制执行制度和程
序的面貌。执行攻坚克难的过程，
也是各界求同存异、凝聚价值共识
的过程，并为下一步制定强制执行
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空间，积累了
经验，夯实了理论基础。

人民法院近期执行工作取得了骄
人的成绩，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其中
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直接执行中的信息化建设
进入了快车道，成就令世人瞩目。
执行信息化是全方位的，除执行款
分配程序外，渗透到了被执行人财
产执行的所有其他环节，包括责任
财产的查明、控制、评估和变价。

一方面，现代信息技术的工具
价值、效率价值与强制执行程序的
完美契合，执行查控系统是其著
例。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和地
方各级法院“点对点”网络执行查
控系统的建立，畅通了被执行人财
产发现的渠道，克服了因财产信息
不足所造成的查人找物传统执行难
题，初步实现了对被执行人全国范
围内财产信息的网络化、自动化执

行查控，这些财产信息覆盖了被执
行人的银行存款及其他金融产品、
车辆、证券、股权、房地产等主要
财产形式。执行查控系统极大简化
了责任财产发现的模式和采取控制
性执行措施的方式，在特定时空内
切断了法官与外界的物理上的联
系，因此在理想的场景下，法官可
以足不出户、轻点鼠标，即可迅速
完成责任财产的查控工作，其效率
优势显而易见，技术工具的中立性
也能够有效阻断可能的干预和人情
因素。在比较法上，迄今为止，我
国执行网络查控系统的做法，尚独
此一家。欧美等国虽存在着有关财
产的数据库信息，但信息的查明和
责任财产的控制，仍然遵循着近代
以来的当事人查明、法院个案中

“登门临柜”控制的传统模式。
另一方面，网络司法拍卖的全

面推行，带来了执行程序的革命性
变革，强制执行由封闭走向开放，
司法的阳光开始映照进来，司法拍
卖的公开性、公众参与性逐步升级
为执行的公开性要求，从根本上改
变了传统拍卖中存在的暗箱操作、

围标串标、成交率低、权力寻租导
致的司法腐败问题。网络司法拍卖
零佣金的同时，拍卖成交率和溢价
率大幅提升，效果良好，实现了当
事人利益的最大化，也大大增强了
人民群众对于司法的获得感。

在这里我要特别向最高人民法
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致敬！作
为第一家“吃螃蟹者”，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利用淘宝网技术平台进行
法院自行拍卖的尝试，积累了丰富
的司法网拍经验。最高人民法院在
起草网络司法拍卖解释的过程中，
倾注大量心血，将网络司法拍卖的
法律规则与技术语言实现无缝对
接，确立了一整套适应互联网技术
的网络司法拍卖规则，这在比较法
上也是一项创举。此举彻底改变了
过去长期遵循的委托拍卖原则，守
住了新民诉法第 247 条的法院自行
拍卖原则的底线。可以说，网络司
法拍卖是现代信息技术与司法程序
联姻的完美结晶，充分体现了中国
的司法智慧和创造力。

二是以推进失信被执行人的联
合惩戒为契机，突出间接执行的地

位和作用，大幅扩张间接执行的适用
范围，改变了大陆法系强制执行法对
于间接执行的机械、狭隘的定位，从
而引发了我国强制执行模式的深层次
的变革。

通过拓展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信
用惩戒的范围和深度，对失信被执行
人施加各种不利，包括限制其出行、
购房、投资、招投标等，挤压债务人
规避逃避执行的空间，让失信被执行
人寸步难行，迫使其自动履行法定义
务，以实现强制执行的目的。失信惩戒
制度成为民诉法上的一项执行利器，引
领着其他各种间接执行措施（如限制消
费、限制出境）大放异彩。因此，实践
中基于实现执行目的之考量，将直接执
行与间接执行平行并列，实际上提升了
间接执行的地位；大幅扩张间接执行措
施的适用范围，使其一体适用于金钱债
权和非金钱债权的执行，而非像大陆法
系国家那样仅局限于不可替代行为的执
行和不作为的执行。间接执行措施的扩
张适用，将有助于宪法上对于债务人人
格、自由尊重的实现，能够以更加简
易、快速的程序达成执行目的，提升
执行实效。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成绩骄人
肖建国

人民法院近期执行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一是直接执行中的信息化建
设进入了快车道，成就令世人瞩目。二是以推进失信被执行人的联合惩戒为契
机，突出间接执行的地位和作用，大幅扩张间接执行的适用范围，从而引发了我
国强制执行模式的深层次的变革。

法官的精神硬度
耿 辉

观点

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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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公交安全需要“立体责任护栏”
李英锋

呵护公交安全需要“立体责任
护栏”，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公
交安全不仅是司机和客运公司的
责任，也是每名乘客的责任。

11月2日上午，重庆万州公交车
坠江事故原因新闻通气会上，相关
部门对媒体公布了万州公交车坠江
事故原因的调查结果：公安机关根
据车内监控调查发现，乘客刘某在
乘坐公交车过程中，与正在驾车行
驶中的公交车驾驶员冉某发生激烈争
吵并互殴，导致车辆失控向左偏离越
过中心实线，与对向正常行驶的红色
小轿车相撞、冲上路沿、撞断护栏坠
入江中。

这起事故令人心情无比沉痛，而
引发事故的原因则令人意外而愤慨。
乘客刘某对公交司机冉某的滋扰攻击
以及冉某的冲动回应造成了如此惨烈
的事故，夺走了 15 条鲜活的生命，

为冲动付出了血的代价。
行驶过程中的公交车、长途客车等

关乎一车人的生命健康，无论是不理智
乘客对司机的滋扰，还是司机的斗气回
应，都会给全车人的生命健康带来极大
的风险，这是最基本的安全常识，然
而，总有那么一些人拿公交安全当儿
戏，绑架着一车人的生命健康斗气耍
浑，近年来，媒体已经报道了不少任性
乘客因为要求在非站点下车未得到司
机允许等原因与公交车或长途客运车
司机发生矛盾进而辱骂殴打司机、抢
夺方向盘的案例，有的还引发了或轻
或重的事故，导致车辆损坏、人员伤
亡。随着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的
真相浮出水面，更彰显了滋扰公交车

或长途客车司机行为性质的恶劣性和
后果的严重性，全面预防打击此类行
为，消除屏蔽对司机的不良干扰，为
公交车、长途客车等公共运输工具的
行驶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已经刻不容
缓。

呵护公交安全需要“立体责任护
栏”，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公交安
全不仅是司机和客运公司的责任，也是
每名乘客的责任。乘客们必须尊重公交
运行规则，维护公交秩序，绷紧安全
弦，分清一些个人诉求与公交安全的轻
重，不提无理要求，不踩公交安全的红
线，不影响司机的安全驾驶，坚决不做
因为“错过一站”而“错过一生”的冲
动傻事。而看到个别人对司机有不理智

举动时，其他乘客也不能袖手旁观，听
之任之，而是应该及时劝阻、制止，甚
至有必要制服并报警，须知，这么做既
是为了他人，也是为了自己。

滋扰司机、抢夺方向盘等行为都威
胁公共安全，涉嫌犯罪，对此，司法部
门须依法祭出重拳严厉打击，发现一
起，惩戒一起，绝不姑息，让冲动者付
出必要的法律代价、诚信代价，让其他
人看清法律的红线。

公交公司等单位还有必要完善应急
处置机制，加强对司机的安全教育培
训，提升司机的应急处置能力，让司机
能够正确理性地应对和处置一些乘客的
语言、肢体滋扰，把“正”把“稳”方
向盘。

作为一名法官意味着在最考
验人耐性的情形下保持耐性，意
味着在行使令人敬畏的司法权力
时务必保持克制与保守。

所谓的精神硬度，就是指人的精
神层面中刚、强、硬的特质。古往今
来，几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
族，都有着英雄情结，敬仰至刚、至
强、至勇的英雄猛士。历史是人民创
造的，也是靠那些具有精神硬度的英
雄们创造的。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的大背景下，作为一名人民法
官，究竟应该有怎样的精神硬度？

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纵
观中国历史，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写的是精神硬
度。“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也”写的是精神硬度。壮志饥餐胡虏
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写的是精神硬
度。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
仑，写的还是精神硬度。

而作为创造人类历史奇迹的长
征，更是集中突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硬度。这种精神硬度是中华传统
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后的升华版。
有了这样的精神硬度，才能带镣长街
行，志气愈轩昂。有了这样的精神硬
度，才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头越。长征的胜利是信仰的胜利、
精神的胜利！

人民法官承载着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的神圣使命，需要准确判断是非善
恶，捍卫宪法与法律的尊严。几乎在
审判与执行每一起案件中，法官都会
面临人情、关系、金钱、利益等考验，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还可能面对权力的
干扰或人身安全的威胁。缺乏精神硬
度，如何做到铁面无私、刚正不阿？如
何做到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当前，新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已经确立，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正在实施。对于
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人治传统的
庞大国家而言，法治建设无疑是艰苦
卓绝的新长征，绝非敲锣打鼓、轻轻
松松可以实现。新长征需要每一名人
民法官必须提升自己的精神硬度。而
唯有牢固树立法治信仰、远大理想和
为民情怀，我们的精神才不至于松懈
萎靡，不至于畏难退缩，不至于颓废
消沉。

精神硬度的打造绝非朝夕之功，
也不会一劳永逸。尤其作为法院的领
导者，更需要做好表率，经得起考
验。面对急难繁重的任务，要敢于喊
出“跟我上”，而不能一味强调“给
我冲”。面对意识形态方面的杂音，
要敢于亮明观点，而不能模糊了事。
面对影响公正司法的干扰与阻力，要
敢于动真碰硬，而不能玩圆滑耍太
极。面对个人政绩与得失，更要坚持
实事求是，尊重司法规律。

总之，“作为一名法官意味着在
最考验人耐性的情形下保持耐性，意
味着在行使令人敬畏的司法权力时务
必保持克制与保守。”法官的精神硬
度或者可以用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
祝铭山的这段话概括：“法官是一项
特殊的神圣职业，它需要忠诚，拒绝
见异思迁；需要奉献，拒绝沽名钓
誉；需要勤奋，拒绝虚华浮躁；需要
进取，拒绝墨守成规；需要勇气，拒
绝怯懦畏缩。要成为真正合格的法
官，必须付出长期的乃至终生的不懈
努力和代价”。

谨防“公租房”沦为“公住房”

近来，一些家庭在申请公租房
后，违规转租转借，引起全社会的高
度关注。对此，北京市住建委日前发
布 《关于严格违规转租转借公共租赁
住房家庭资格管理等工作的通知》，明
确提出违规转租转借公租房家庭 5 年
内不允许再次申请公租房及共有产权
住房。

公租房是北京住房保障体系中的重
要一环，担负着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
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解
决住房困难的任务。为提高违法成本，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北京市住建部门近
日专门出台有关通知规范违规转租转借
公租房家庭资格管理，严禁转租、转借
公租房，并在租赁合同中明确违约责任
条款，以此加强对住房保障家庭警示教
育，该做法值得推广。

“公租房”不是“公住房”。必须
坚决遏制公租房转租行为，要实现让
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目标，必须推进
保障性住房运营专业化、法制化管
理，对各种公租房乱象“零容忍”。住
房承租家庭涉嫌转租、转借等违法违
规使用保障房行为的，应当启动资格
核查工作，无论地产中介还是使用公
租房家庭，对于骗租保障房的，有关
部门除了严查还要依法予以严惩，谁
敢借公租房发黑心财，就一定要让他
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还要对申请
人相关单位协助造假、资格审核不严
等也要严格责任追究。用法律武器严
惩违规者、参与者，让他们得不偿
失，觊觎者不敢再为。

——潘铎印

“霸座”此起彼伏缘于规则意识淡薄

10月29日，《广州市公共信用信息
管理规定（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根
据草案，广州拟设立公共信用信息红黑
名单制度，同时明确奖惩机制，信用良
好的个人有望在教育、就业、积分入
户、住房保障等领域给予优先考虑或重
点支持，失信者则会被限制出境与高消
费。一直被视为道德问题的霸座、逃票
行为，将被纳入失信信息。

高铁霸座等违法问题犹如一面镜
子，照出了社会管理层面的缺陷和不
足。此起彼伏的高铁霸座事件之所以让
社会舆情关注，是因为这类轻微的违法
问题，若不及时得到制止，侵害他人权
益者挑战规则者得不到惩罚，势必会产
生“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而让
守规则者心有余悸。事实上，每每在

“霸座”这类事件曝光之后，相关的管
理和执法人员，往往处于被动执法困
境，只能是采取“只动口，不动手”的
姿态。而要改变管理执法的粗放和软
弱，完善处罚细则，加大处罚力度，该
强制执行的决不手软，让相关部门积极
履行责任，对霸座等违法现象釜底抽薪
就成为必应之义。

不言而喻，按照车票座位入座，这
既是乘客乘坐高铁应尽的义务，也是为
了能够让乘坐高铁的乘客能够合理地在
每个车厢，避免车厢里过度拥挤。遵守
规则，不仅仅体现了一个人的素养，也
保证了公共秩序不被随意打乱。如果每
一次高铁霸座都逃不过在第一时间受到
处罚，恐怕霸座者也不至于这么嚣张，
权益受侵害的乘客也不至于如此无助，
莫让“高铁霸坐”的神逻辑横行，对于
那些恶意挑战规则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就应该用规则来进行严惩，让他们明白
规则不能被随意僭越，否则只会受到严
重的惩罚。 ——吴学安

申请人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河南大有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为500000元，票号为“3010005125205289”。出票人为甘肃第七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金管理中心，收款人为甘肃陇夏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5月2日，支付人为交通银行甘肃省分
行营业部，持票人为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三、申报权利的期
间：自公告之日起至60日内。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东凤镇明昌轮胎经销部因持有的普通支票1张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中山市东
凤镇明昌轮胎经销部。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3140443041252070，
付款行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凤支行，出票人中山市东凤
镇明昌轮胎经销部，票面金额空白，收款人空白。三、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袁新峰因持有的普通支票5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
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袁新峰。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
73562381、73562387、73665433、73665434、73665443，付款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东凤同安支行，出票人袁新峰，票面金额
100000元、50000元、60000元、98000元、38980元，收款人空白。三、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横栏镇杰亚灯饰厂因持有的普通支票1张遗失，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中山市横
栏镇杰亚灯饰厂。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3140443030857826，付款
行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横栏贴边分理处，出票人中山市横

栏镇杰亚灯饰厂，票面金额1500元，收款人空白。三、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烁辉灯饰照明有限公司因持有的普通支票3张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
人：中山市烁辉灯饰照明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
1040443027879260、1040443036827637、1040443036827641，付款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海洲支行，出票人中山市烁辉灯
饰照明有限公司，票面金额空白，收款人空白。三、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董树龙因持有的普通支票5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董树龙。二、
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 1040443035552015、1040443035552016、
1040443032036060、1040443035552018、1040443035552019，付款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海洲支行，出票人董树龙，票
面金额空白，收款人空白。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古镇联谊照明电器厂因持有的普通支票1张遗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
中山市古镇联谊照明电器厂。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73664156，
付款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海洲支行，出票人中山
市古镇联谊照明电器厂，票面金额21021元，收款人空白。三、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易峰因持有的普通支票1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
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易峰。二、公示催告的
票据：号码73454204，付款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东凤

同安支行，出票人易峰，票面金额200000元，收款人空白。三、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蒋俊材因持有的普通支票1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
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蒋俊材。二、公示催告的票
据：号码73429523，付款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东凤同安
支行，出票人蒋俊材，票面金额200000元，收款人空白。三、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渝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因持有的普通支票1张遗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
请人：中山渝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
3140443038992939，付款行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升
支行营业部，出票人中山市瑞钻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票面金额
21500元，收款人中山渝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三、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泉州大丰建材有限公司经安溪县人民法院裁定进入强制清算程序，
该院依法指定福建立行律师事务所组成清算组。清算组于2018年5月29
日在安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了备案，备案号：（安）登记内备字【2018】
第2759号。现安溪县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泉州大丰建材有限公司强制清
算程序，故撤销该清算备案。 泉州大丰建材有限公司清算组

福建安溪迪特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下称“安溪迪特公司”）经安

溪县人民法院裁定进入强制清算程序，该院依法指定福建立行律师事务
所王惠滨、张艳、章清美及公司股东代表杨学太、林为棒组成清算组，由
王惠滨担任清算组负责人。现就强制清算事宜公告如下：一、安溪迪特公
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申报债权应提
供书面材料，明确债权数额、有无担保等。逾期申报债权的，自行承担相
应法律后果。二、安溪迪特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返还财产。逾期清偿或返还的，清算组将采
取法律措施。三、清算组地址：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通港西街东海泰禾广
场9号楼6层福建立行律师事务所，联系人：章清美，联系电话：
15980029007。 福建安溪迪特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清算组

爱菠萝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郑州贰菠萝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华润置地（郑州）有限公司与你的租赁合同仲裁
案【（2018）郑仲案字第0426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
仲裁申请书及其附件、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选定书和送达地
址确认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及仲
裁选定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举证期间为公告期满
后10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答辩、选定仲裁员和举证的权利。领取组
庭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的期限为提交仲裁选定书期限届满后10日
内，逾期视为送达。并定于2019年2月21日9时在本委仲裁一厅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郑州仲裁委员会

本院于2018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马矿英申请宣告
范群死亡一案。申请人马矿英称，范群于2008年1月走失，经家
人多年四处查找，至今已满4年。下落不明人范群应当自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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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范群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范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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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群情况，向本院报告。 [安徽]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兰花申请宣告吴宗耀死亡一案，经查：吴宗耀
（110104192905263098）于2013年8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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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吴宗耀死
亡。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0月25日立案受理招结霞申请宣告王贤鹏失踪

一案，经查：王贤鹏，男，1984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广东罗定人，身份证
号码：445381198412113712，原住广东省罗定市附城镇附城居委康定路
三巷3号，申请人招结霞称，申请人招结霞与被申请人王贤鹏是母子关
系，被申请人患有精神分裂症，于2015年8月份离家走失，至今未归，下落
不明。下落不明人王贤鹏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
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贤鹏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王贤鹏情况，向本院报告。逾期不
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王贤鹏将被宣告失踪。 [广东]罗定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董海霞申请宣告董海洋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基本
董海洋于2013年11月30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1年。希望董海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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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东涵申请宣告赵志秋失踪一案，经查：赵志秋，女，
1976年8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239005197608050749。下落
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赵志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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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姜思含申请宣告王珊珊失
踪一案。申请人姜思含称，其母亲王珊珊离家出走，至今未归。因多方寻找，
仍杳无音讯。下落不明人王珊珊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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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王珊珊将宣告失踪，凡
知悉下落不明人王珊珊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王珊珊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安达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3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深圳市宏颖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出票日期为2018年7月26日、汇
票到期日为2019年7月26日、出票人为儋州祥雷投资有限公司、出票
人账号为266264107784、付款行为中国银行海口龙珠支行、收款人为
深 圳 市 宏 颖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汇 票 号 码 为
210464100530320180726229373660、出票金额为人民币218691.53元
的电子商业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于2018年10月16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深圳市宏颖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持有的汇票号码为210464100530320180726229373660、
出票金额为人民币218691.53元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
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深圳市宏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
求支付。 [海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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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贯之毫不动摇为民营经济
发展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上接第一版 最高人民法院坚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先后在 2014 年出台
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促进非公
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意见 20 条、2016
年出台加强产权司法保护意见 17
条、2017 年出台为改善营商环境提
供司法保障意见 22 条、2018 年出台
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措施 10 条，不断加大产权司法保护
力度，全方位、立体式构筑加强产权
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制度体系，特
别是依法甄别纠正张文中案等一批涉
产权冤错案件，向全社会释放出党中
央大力推进产权保护的强烈信号，进
一步激发了社会活力，稳定了社会预
期。几年来，人民法院一步一个脚

印，踏踏实实，以钉钉子精神推进相关
工作，用回应时代呼声、恪守法治精
神、体现司法担当的坚定实践，为新时
代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
发展标写下鲜明时代注脚。

在这次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特别指出，“我多次强调要甄别纠
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最近
人民法院依法重审了几个典型案例，社
会反映很好。”习近平总书记的充分肯
定，对全国干警既是鼓舞，更是鞭策，为
人民法院更好发挥职能作用、维护民营

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指明了方向。据
新华社刊发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侧记”报
道，当与会企业家反映大型国企和有关
政府机构拖欠贷款问题时，习近平总书
记回应说，“这个问题值得关注，政府机
构和国有企业都不能打白条，店大欺客
不行”“今后清理‘老赖’也要清理政府

‘老赖’”“我们抓八项规定，这些都属于
违反规定的问题，政府‘老赖’也得列入
黑名单。党中央支持你们讨债，如果再赖
下去，我们会帮你们打官司。”习近平总
书记掷地有声的铿锵话语，充分反映了

党中央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坚定决心，也
为人民法院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
央政法委领导下，推进解决执行难、清理
涉党政机关执行积案扫除了现实障碍，
增添了无限动能。

面向未来，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
署的决心坚如磐石，运用司法手段鼓
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思路坚
如磐石，为新时代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有
力司法保障的信念坚如磐石。我们坚
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在全国法院干警共同努力
下，人民法院一定能为新时代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
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走向
更加广阔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