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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革命化建设是政法队伍的根本性建设
丁国强

革命化对政法机关坚持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政
法机关坚持刀刃向内、自我革命提出了更严要求，对传承红色基因、发扬优
良传统提出了捏要求。

微言大义

观点

法治时评 ▷▷

短评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推进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
洪泉寿

以人民为中心
推进各项工作

卢爱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政法工作
中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根本性的重
大问题，提出了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
化，加快推进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
加快推进政法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
业化、职业化建设的目标任务，为新时
代政法事业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是指
引新时代政法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其
中，关于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
化建设的“四化”要求，具有高度的政治
性、思想性和针对性，标志着我们党对
政法队伍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一
个新的境界。政法队伍革命化建设是
政法队伍的根本性建设，体现着政法队
伍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着政法队伍建设
的方向和效果，对政法队伍坚定政治信
仰、强化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净化
政治生态，实现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
性，推动政法队伍忠诚履行职责、勇于
担当作为、锐意改革创新，努力打造一
支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
政法队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革命化对政法机关坚持党的领
导、加强政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政
法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党治国理政的基础性、保障性工
作。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
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做好政法工
作的根本政治保证，也是政法队伍革命
化的根本政治要求。

首先，要高举革命旗帜。中国共产
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也是中华
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政法机关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司法
和执法机关，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始终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旗帜鲜明讲政治，
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
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正确
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
局，认真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将党的领导贯彻到政法工作
全过程和各方面，不折不扣抓好全面依
法治国和新时代深化政法领域改革各项
任务落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
效，推动实现良法善治。

其次，要弘扬革命精神。中国共产
党在 9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带领中国人
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
利，同时铸就了具有丰富时代内涵和民
族特征的革命精神。党的革命精神集
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坚守
和弘扬党的革命精神，让革命精神中蕴
含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品格在政法队伍
中发扬光大，对于激励广大政法干警新
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具有重要意义。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
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
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
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全面依法治国
的革命性。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深化依
法治国实践，坚持厉行法治是党领导人
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坚
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一场具
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充分发挥
宪法法律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
用，需要下一番真功夫，不能喊口号、练
虚功、摆花架，要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动
真碰硬，坚决纠正和解决法治不彰问
题，与各种危害法治、破坏法治、践踏法
治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

第三，要增强革命斗志。党的十八
大以来社会治理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
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思
想的科学性、真理性。我们要深刻把握
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
化为社会治理效能的根本规律，更好地
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努
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当前，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的任务十分繁重，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十
分严峻，这就要求我们增强斗争精神和
革命斗志，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不断加大
攻坚力度，直面难点，敢于出招，善于出
招，真正做到信念如磐、意志如铁、勇往
直前，切实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
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
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任务。

二、革命化对政法机关坚持刀刃向
内、自我革命提出了更严要求。勇于自
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

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政法机关要坚持
刀刃向内，突出问题导向，凝聚改革共
识，落实改革举措，以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的智慧和韧劲，进一步破解制约政法
事业发展的思维定式和体制机制问题，
推动政法工作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

一 要 从 思 想 层 面 推 进 自 我 革 命 。
政法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认真研
究新时代政法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不断
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立足中国法治实
践和法治经验，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法 治 理 论 指 导 和 阐 释 法 治 中 国 实
践。坚持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
题上敢于发声亮剑，敢于同错误言论、
观点进行斗争。

二 要 从 体 制 层 面 推 进 自 我 革 命 。
全面深化政法改革是刀刃向内的自我
革命，是破解难题之道，是动力之本、活
力之源。政法领域改革是全面深化改
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
政法领域改革的力度、广度、深度前所
未有，重大改革举措不断出台，经过夯
基垒台、立柱架梁，形成了改革整体效
应。当前，政法领域改革处于攻坚克
难、啃硬骨头阶段，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对政法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政法机
关要把抓政法领域改革任务落实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关
于政法改革的各项要求，在革故鼎新、
守正出新中不断推动政法事业创新发
展。要坚持刀刃向内，以“拿起手术刀”
的自我革命勇气，紧紧围绕实现政法工
作高质量发展，不断革除阻碍政法事业
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

三 要 从 整 体 层 面 推 进 自 我 革 命 。
政法领域改革是系统工程，要勇于自我
革命、自我革新，坚持聚力攻坚，真抓实
干，以改革凝心聚力，加强统筹协调，整
合资源力量，做到纲举目张、纵横贯通、
上下联动，努力实现事合、人合、力合、
心合，确保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政法
工作大政方针上拧成“一股绳”、形成

“一盘棋”。
三、革命化对传承红色基因、发扬

优良传统提出了捏要求。加强政法队
伍革命化建设，既是历史经验，也是时
代要求。历史和实践表明，坚持革命
化，政法队伍就会激发强大活力，保持
强大的战斗力。反之，就会失去目标和
方向，缺乏活力和力量。我们要从党和
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看待政法队伍革
命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一要坚守初心使命。理想信念是
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也是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坚定的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优
势，正是坚持这一政治优势，我们党才
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充满了旺盛
生命力。政法机关要精心组织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动党员
干警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二要弘扬革命传统。红色基因是
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等
历史时期孕育、积淀形成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蕴含着我党的精神密码，富
有深厚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力量。党的
政法工作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
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斗争考验，在革命
性锻造中保持了生机活力，人民司法工
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书写了壮丽的篇
章。做好新时代政法工作，要紧紧围绕

“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大力加
强思想教育和优良传统教育，激励和引
导广大干警强化使命意识，时刻保持积
极向上、朝气蓬勃的工作状态和敢于牺
牲、勇于奉献的精神面貌。

三要坚持政治标准。坚持党的新
时代组织路线，严格德才标准，把政治
标准作为首要标准，突出政治把关，选
好用好政治素质高的领导干部。认真
落实严管厚爱各项措施，从教育培养、
激励引导、管理监督等方面入手，促使
广 大 政 法 干 警 新 担 当 新 作 为 。 坚 持

“严”字当头，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不断
提高新时代政法队伍建设质量水平，为
不断谱写政法事业发展新篇章提供坚
强组织保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重
大发展，我们要学深学透，融会贯通，
形成理论自觉，真信真用，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的司法新需求、新期待。

一、人民法院必须永葆鲜明的人
民性

鲜明的人民性，就是坚持人民主
体地位，注重发挥法治公平正义的基
本价值，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体现为民
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
人民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公民享有权
利和履行义务”。我们要运用法治手
段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发展权和
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权利，及时顺
应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和权利保护的
新期待、新要求，这是社会主义法治建
设的根本遵循，也是新时代人民法院
工作的努力方向。

二、人民法院工作必须让人民得
实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
民生。这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思想
的价值取向。人民法院要通过规范司
法行为、优化保护手段、维护和谐稳定
等一系列措施，保民生促发展。规范
司法行为，重点解决不规范、不严格、
不透明、不文明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
问题，依法保护合法权益，使人民群众
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更加真切。优化保
护手段，特别是加强产权司法保护，促
进创业创新发展，激发民间活力，推动
扩大就业，提升人民群众财产财富安
全感，促进辖区中小企业发展市场环
境和融资环境不断优化。主动对接社
会管理基层“网格”，积极参与多元化
解矛盾，促进社会矛盾的修复。

三、人民法院工作必须让人民放
心

公平正义始终是司法活动的灵魂
和法治建设的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如果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
力，社会公正就会受到普遍质疑，社会
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人民法院必须
坚守公正司法这一底线，不断加强队
伍建设，稳步推进司法改革，全面落实
司法公开，切实提升人民法院工作的
满意度。加强队伍建设，以推进正规
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为方向，强化
法官证据分析能力、理论研究能力、群
众工作能力、程序意识以及信息化办
案水平，实现司法能力新提升。推进
司法改革，在人员分类管理、落实司法
责任制的基础上，积极推动综合配套
改革措施落实，优化内设机构设置和
职能配置，实现审判执行工作类型化、
团队化运作，着力提升审判质效。落
实司法公开，提高人民群众对司法工
作的参与度，健全诉调对接机制，实现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的有
机结合；发挥人民陪审员作用，扩大陪
审范围，提高陪审能力，促进司法民
主；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民主监
督，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诚
恳听取意见。重视司法公开工作，开
展执行直播、破产债权人会议直播等
活动，直接面对人民群众的审视与评
价，不断提升法院工作的群众满意度。

总之，笔者作为一名基层人民法
院的负责人，深切地感受到，新时代人
民法院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积极
运用法治手段保民生促发展，努力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

股东知情权纠纷如何诉

近年来，随着公司数量的快速
增长，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逐年上
升。股东知情权，指股东享有了解
和掌握公司经营管理等重要信息的
权利。公司经营管理等重要信息的
载体，主要包括公司法规定的公司
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
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
告、公司会计账簿等文件材料。

股东知情权从立法价值取向上
看，关键在于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
益。审理该类案件，首先审查原告
是否有股东身份，其次要求查阅公
司会计账簿的，应当提供证明已经
向公司提交要求查阅会计账簿并说
明目的的书面申请，且自提出书面
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公司未书面答
复并说明理由的证据。由于股东的
知情权涉及到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利
益冲突，在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也
应适当照顾公司的利益，使双方利
益平衡，故知情权的行使受到一定
限制，此种限制体现在行使知情权
是否具有不正当目的，应由公司拿
出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股东行使知
情权可能损害公司利益。

——李满达

抓好三个重点助力企业发展

通过对近年来涉诉企业纠纷案
件的梳理，笔者发现，部分民营企业
之所以出现停产、半停产状态，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规模小、实力
弱、市场稳定性差，导致融资难；二是
产业层次低、资源消耗大，转型升级
的自然淘汰；三是经营者法律意识淡
薄，管理方式单一，维权方式落后。

涉诉企业的纠纷案由相对集
中，主要为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合
同、买卖合同、劳动争议、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等传统案件类型，近年又
出现了股权纠纷、票据权利纠纷等
新类型案件。

因此，拓展司法职能，延伸服务
职能，法院应当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要加强普法宣传和提高司
法能力。通过企业家开放日、新闻发
布会、法律讲座、发布涉民营企业产
权保护和执行兑现等典型案例等形
式，营造尊重、关心、支持企业家的浓
厚氛围，推动构建促进民营企业健康
发展的法治环境。坚持从严治院，教
育引导干警将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
和财产安全的各项要求落实到立案、
审判、执行各个环节，以零容忍态度
严肃查处利用审判执行权分割民营
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行为。

二是要强化执法办案，优化营
商环境。在审理案件中要统一裁判
尺度，妥善调处权利冲突，维护民营
企业市场交易秩序；妥善处理涉民
营企业的金融借款、民间借贷、抵押
担保等民商事案件，促进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灵活保全措施，慎用、少
用查封、扣押、冻结措施，防止当事
人恶意利用保全手段，侵害企业的
正常生产经营。要加强对虚假诉讼
和恶意诉讼的审查力度，区分情况
依法打击。

三是要拓宽服务渠道，助力企业
发展。通过类案审理，总结和发现涉
企纠纷共性问题和典型案例，通过发
送司法建议，主动上门送法律、送服
务等方式，主动为企业把脉问诊，以
点带面促进企业完善公司治理、和谐
劳资关系，增强市场交易风险化解能
力，促进企业依法生产、经营和管理，
引导企业健康发展。

——余小成

科学界定政府职能，明确政府
法定权责，严明政府执法行为，坚持
公开公正执法，建立高效廉洁政府，
树立守法诚信形象。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法治政府建设
实施纲要（2015—2020 年）》的基础上，又
对法治政府建设提出了推进依法行政、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转变政府职能、
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
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
型政府，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完善
国家机构组织法等四点具体要求。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要
准确把握法治政府建设的科学内涵，加
快法治政府建设。

科学界定政府职能。有限政府是法
治政府建设的基本内涵，全面深化政府
机构改革，要慎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
府与社会、政府内部横纵向三者关系，充
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凡是市场能够调节的事项应由市场
自行调节；充分调动社会公众的积极性

和激发社会活力，凡是社会公众和社会
自律处理的事项应由社会公众决定和社
会自律化解；充分发挥基层政权治理和
政府整体效用，科学配置上下级政府职
能，协调好政府内部各部门相互关系，防
止上级领导不效，管理重心不下移，机构
叠床架屋，部门间相互扯皮、相互掣肘等
现象的发生。

明确政府法定权责。由法律法规明
确规定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是法治政府的
内在要求。建议制定政府权力清单，设定
政府权力范围，明确规定超出法定权力范
围的行为当然无效，且应对相关人员进行
责任追究。同时，也须明确政府职能界
限，细化政府及其部门应做、可做事项范
围，规范执法行为，对于应做事项缺位的，
应直接认定为行政不作为，且应追究相关
人员的法律责任。可以说，政府在位是明

确政府法定权责的主要目的。
严明政府执法行为。法治政府自然

要求政府和政府部门按既定程序规则实
施行政执法行为。具体而言，即按照法
定步骤、形式、过程及法定方式、要件、范
围等进行行政执法，既要刚性执法，不放
纵违法行为，不搞法外施恩、网开一面，
也要柔性执法，以理服人，以法服人，严
禁暴力执法、野蛮执法、钓鱼执法、养鱼
执法，防止引发政群矛盾。

坚持公开公正执法。阳光政府、善
治政府是法治政府的重要要素。打造阳
光政府是法律对政府行政行为的程序要
求，其价值在于保障行政相对人对政府
行为的充分知情权，在于防止行政执法
人员滥用权力，强化公众对行政行为的
监督。要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
例外，大力推进结果公开、过程公开、决

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
建设“透明政府”。打造善治政府需要政
府及其部门严格遵循法定的实体要求，
遵循公正程序，不偏不倚。

建立高效廉洁政府。廉洁政府、高
效政府是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政府人
员要严明法纪，干净做事，清白为官，依
法用权；要加强业务技能和法律知识学
习，改进执法质量和提高执法效率，全面
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和现代化治理水平；要严格依照法定时
限履行职责，高效办事，为群众提供方便
和优质的服务。

树立守法诚信形象。政府执法人员
应自觉遵纪守法，凡是法律法规设定的
义务和规则，均应严格履行、模范遵守。
要善待行政相对人，遵守信赖保护原则，
不随意撤改已作出的行为或承诺。

海南保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的通告

为配合海口市人民政府落实海南省人民政府琼府办【2015】

158 号文件精神,顺利推进海口龙湾国际休闲旅游区项目用地处

置工作，切实保护各业主(庄园主)的合法权益。凡在海南省海口市

三门坡镇(原海南省琼山市谭文镇清泉管区、谭文村委会)“龙湾庄

园”南区原已经跟我公司签订退地协议并已与我公司领取退地款

的(详见所附名单),现我公司向海口市国土部门申请土地证注销

事宜，现给予公告。若有异议者请在通告见报起 15日内由本人或

公证委托他人带相关材料到我公司进行变更登记。逾期未办理

的，我公司将自行申请办理相关土地使用权注销及变更登记手

续。联系人：孙先生，电话：13876683384。退地庄园主名单：1、郭晨

光，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 21-0228 号，1986.70 平方米；2、郭晨

光，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29号，663.66平方米；3、鹿桂英，琼

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34号，2875.88平方米；4、丛艳华，琼山籍

国用(1998)字第21-0233号，1542.12平方米；5、张俊伟，琼山籍国用

(1998)字第21-0232号，2015.10平方米；6、吴风来，郭秀琴，琼山籍国

用(1998)字第 21-0231号，1400.00平方米；7、郭晨光，琼山籍国用

(1998)字第21-0230号，664.30平方米；8、李子阳，琼山籍国用(1998)

字第21-0338号，2000.00平方米；9、王俊杰，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

21-0337号，2000.00平方米；10、高爱国，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

0255号，2024.32平方米；11、王国新，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54

号，2000.00平方米；12、吉雪，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 21-0244号，

1986.68平方米；13、高莹，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43号，1987.50

平方米；14、杜素梅，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42号，2000.00平方

米；15、韩振芝，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 21-0253号，561.62平方米；

16、赵敏，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52号，1045.67平方米；17、候

成国，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 21-0251号，1000.00平方米；18、夏永

祥，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50号，2000.00平方米；19、佟大光，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 21-0249号，2000.00平方米；20、丁亚丽，琼

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48号，1998.00平方米；21、李伟，琼山籍国

用(1998）字第21-0247号，6668.80平方米；22、丁华，琼山籍国用(1998)

字第21-0246号 2331.01平方米；23、吉全发，琼山籍国用(1998)字

第 21-0245 号，1989.00 平方米；24、潘红，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

21-0227 号，1246.73 平方米；25、张文静，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

21-0240 号，668.09 平方米；26、赵桂芬，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

0237号，2337.66平方米；27、沈彦章，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36

号，1776.05平方米；28、刘伟，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 21- 0235号，

678.97平方米；29、赵宇，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38号，2744.81平方

米；30、张文静，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41号，664.52平方米；31、阎书来，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96号，654.58平方米；32、阎书来，琼山籍国用

(1998)字第21-0294号，968.24平方米；33、李春宝，琼山籍国用(1999)字第

21-0006号，2000.00平方米；34、李焕玲，琼山籍国用(2000)字第21-0256号，

940.63平方米；35、田玉伟，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75号，2978.30平方

米；36、余潇，琼山籍国用(2001)字第21-0058号，1826.67平方米；37、阎书来，

琼山籍国用(1999)字第21-0010号，1333.33平方米；38、张传贵，琼山籍国

用(1998)字第21-0239号，1277.77平方米。共:38户，合计:66836.71平方

米，100.25亩。 海南保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 1月 23日

海南运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的通告

为配合海口市人民政府落实海南省人民政府琼府办【2015】158

号文件精神,顺利推进海口龙湾国际休闲旅游区项目用地处置工作,

切实保护各业主(庄园主)的合法权益。凡在海南省海口市三门坡镇

(原海南省琼山市谭文镇清泉管区、谭文村委会)“龙湾庄园”北区、东

区原已经跟我公司签订退地协议并已与我公司领取退地款的(详见

所附名单),现我公司向海口市国土部门申请土地证注销事宜,现给

予公告。若有异议者请在通告见报起 15日内由本人或公证委托他

人带相关材料到我公司进行变更登记。逾期未办理的,我公司将自

行申请办理相关土地使用权注销及变更登记手续。联系人：孙先生，电

话：13876683384。退地庄园主名单：1、李国忠，琼山籍国用(2000)字第21-

0020号，2000.00平方米；2、罗伟宏，琼山籍国用(2000)字第21-0019号，

2000.00平方米；3、周晨，琼山籍国用(2000)字第21-0018号，2000.00平

方米；4、王丽君，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173号，3133.33平方米；5、陈

聚珍，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26号，1993.43平方米；6、龚海洲，琼山

籍国用(1998)字第21-0224号，2060.10平方米；7、许建民，琼山籍国用

(1998)字第21-0223号，2000.10平方米；8、杨德祥，琼山籍国用(1998)字

第21-0222号，4060.20平方米；9、裔妍，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21

号，1000.05平方米；10、张立辉，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20号，

3940.19平方米；11、刘建荣，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19号，2000.10

平方米；12、贾林华，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139号，10021.20平方米；

13、唐卫东，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14号，2000.10平方米；14、相

康，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 21-0212号，2160.11平方米；15、白维，

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217号，3960.20平方米；16、翟明江，琼山籍

国用(1998)字第21-0216号，2053.44平方米；17、宋铁松，琼山籍国用

(1998)字第21-0211号，3985.373平方米；18、张国英，琼山籍国用(1998)

字第21-0052号，1333.41平方米；19、戴金锋，琼山籍国用(2000)字第21-

0216号，1000.05平方米；20、肖志纲，琼山籍国用(2001)字第21-0022号，

893.33平方米；21、康殿升，琼山籍国用(1999)字第21-0031号，3042.74

平方米；22、赵桂芬，琼山籍国用(2000)字第21-0312号，3073.33平方米；

23、郭文晖，琼山籍国用(2001)字第21-0021号，1985.11平方米；24、颜力

华，琼山籍国用(1998)字第21-0320号，666.50平方米。共24户，合计:

62362.393平方米，93.543亩。 海南运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 1月 23日

原告龙兴凤举（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北京火星金星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

（2017）京0108民初40346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被告北京火星金星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未依法履行本案判决中刊登声明以消除其侵权行为影响的

义务。经原告龙兴凤举（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出申请，本院现将本案

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公布如下：本院经审理认定，原告龙兴凤举（北京）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是文字作品《“火星金星幸福中心”婚恋服务实体店规划纲

要》的著作权人。被告北京火星金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未经许可在其微信

公众号“火星金星”（微信号：MarsVenus2015）中选取、使用了上述文字作

品的部分章节内容，侵犯了原告龙兴凤举（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

上述文字作品享有的发表权。故本院依法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被告北京火星金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在其微信公众号

“火星金星”（微信号: MarsVenus2015）连续5日刊登声明（声明内容

须经本院审核），以消除因其侵权行为对原告龙兴凤举（北京）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造成的不良影响；如不履行，本院将在一家全国发行的报

纸上刊登本判决的主要内容，所需费用由被告北京火星金星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承担；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被告北京火星金星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赔偿原告龙兴凤举（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诉讼合

理开支6000元；三、驳回原告龙兴凤举（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致：狄威尚诚（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侯羽（身份证号码：

232700198003111013）：鉴于我公司已与张雨茹女士（身份证号

码：220381199710027424）达成《债权转让协议》，现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本司特函告如下：一、北京市东城

区人民法院已于2017年11月29日作出(2017)京0101民初10546号

民事判决书，判令你向我公司支付本金2500万元和利息（以2500万

元为基数，从2016年12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15%计算至实际给付

之日止，扣除已付的50万元）。我公司现将上述所有债权本金及利息

全部转让给张雨茹女士。二、请你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7日

内按时足额向张雨茹女士履行上述全部还款义务。三、本《债权转让

通知书》自我公司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未经张雨茹女士书面同意

不得撤销。 北京幸福基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中青汇力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辽宁远中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全体债权人：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鞍山中院”）根据上海永众实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4月5

日裁定受理辽宁远中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中公司”）破产重

整一案，并于2018年5月10日指定辽宁卫尊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远

中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8年8月16日在辽宁省海城市西柳镇东

柳村西柳国贸皮革城召开，并成立了远中公司债权人委员会（以下简称

“远中债委会”）。2019年1月14日，远中债委会召开远中公司第一次债委

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召开第二次债权人大会的议题。管理人拟定于

2019年2月26日上午9时30分，在海城市工会大厦召开远中公司第二

次债权人大会。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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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债权人是自然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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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远中商业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
江苏银洋胶基材料有限公司债权人：《江苏银洋胶基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银洋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于2017年12月1日经江苏银洋

胶基材料有限公司第三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17年12月8日经

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苏0482民破3-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

执行。银洋公司的破产财产实施多次分配，本次分配为初次分配，于2017年12

月10日至2018年6月30日实施货币转账方式分配，本次分配总额为人民币

10375983.01 元，分配如下：1、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费用为人民币

1601412.77元，清偿比例 100%；2、优先受偿的债权清偿费用为人民币

3694449元，清偿比例100%；3、职工债权清偿费用为人民币774191.75元，清

偿比例100%；4、税收债权清偿费用人民币456871.89元，清偿比例100%；5、普

通债权清偿费用（初次分配款）为人民币3849057.6元，清偿比例10%。其中：1、

蒋文庆的职工债权分配款人民币33000元、蒋文庆普通债权初次分配款人民

币160910元，因银洋公司股东蒋文庆有出资未缴纳，暂予以提存不作分配。2、

沈高忠普通债权初次分配款人民币286.09元、司马宏（金坛市城西胜祥防水

材料店）普通债权初次分配款人民币500元，因联系不上当事人、未提供本人

银行账号，暂予以提存。 江苏银洋胶基材料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孙桂凤、孙桂娟；冯恩、沈淑范：抚顺仲裁委员会依法受理了申请人抚顺

市房地产置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被申请人孙桂凤、孙桂娟之间的担保合同

纠纷，案件编号抚仲字〔2018〕第081号；与被申请人冯恩、沈淑范之间的担保

合同纠纷，案件编号抚仲字〔2018〕第090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仲裁申请

书副本、本会的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答辩通知书、限期举证通知书案件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选定仲裁员

的期限、举证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5日内和30日内。领取组庭和开庭通知

书的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的第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节假日顺

延）开庭。开庭时间按案件编号先后顺序依次分别为上午8时30分、10时到本

委不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抚顺仲裁委员会

本院根据申请人郑日海、付卫彬的申请，于2018年12月7日裁定受理

深圳市建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指定深圳市思卓清算事务

有限公司为深圳市建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深圳市建力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该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通讯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吉祥路598号；负责人：陈康康；联系人：

陈康康，董小凤；联系电话：18576610680；传真：0755-848278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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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公司尚未

分配财产中依法清偿。深圳市建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深圳市建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即深圳市思卓清算事务有

限公司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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