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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力量 评论的温度
——2020年本报法治评论盘点

决战新冠：全力抗疫 服务大局

君子法官：心中有光 不负信仰

庚子年初，突如其来、态势凶猛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笼罩荆楚大
地，并迅速蔓延至全国。这是一场不期而遇的遭遇战，也是一场挑战重重

的攻坚战。在这场战役中，人民法院干警一方面积极投身抗疫一线，另一方面充分发
挥司法职能作用，依法快速审理严重妨害防控疫情、扰乱市场正常秩序的各类犯罪，妥
善审理与疫情防控有关的民商事案件，并充分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开展云立案、云
开庭、云审判，为打赢疫情阻击战、化解疫情期间的社会矛盾，贡献了司法力量。

庚子年春节后，本报开辟“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专栏，连续刊发《疫情当前，人民法院如何答好考卷》《在
疫情防控中践行司法为民》《助力抗击疫情 刑法当仁不让》《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等百余篇评论文

章，为人民法院在疫情防控中的坚守和努力探索方向、鼓舞力量。下沉防疫一线、迅速打击妨碍抗疫犯罪、妥善审结涉疫纠
纷、保障企业复工复产……人民法院用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打赢抗疫阻击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屠少萌）

胡国运是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级高级法官，2020 年 5 月 6 日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因公殉职。他理想信念坚
定，热爱司法事业；敢于担当、勤勉敬业；锐意进取、勇于创新；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本报先后刊发 《做新

时代法治精神的践行者》《传承先进精神 谱写法治新篇》 等多篇评论文章，号召全国法院和全体干警认真学习宣传胡国运
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以实际行动为政法事业发展再立新功。 （王焕平）

2020年 6月，江西省委政法委作出《关于开展向胡国运同志学习活动的决
定》。8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印发决定，追授胡国

运同志“全国模范法官”称号。9 月 29 日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共江西省委追授胡国运
同志“全国模范法官”“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10 月中央政法委发出通知，
要求学习宣传胡国运同志先进事迹；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学习宣传胡国运同志先
进事迹的通知》；12月，在2020年度法治人物评选中，胡国运获评“年度致敬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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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法治规范 健康发展
万物可直播，人人能带货。2020年6月16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发布的
直播带货消费调查报告显示，在30个直播带货体验样本中，就有9个样

本涉嫌存在未公示证照信息问题，占比30%。7月1日起，中国广告协会制定的《网络
直播营销活动行为规范》实施，重点规范直播带货行业刷单、虚假宣传等情况。11月
6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中，明
确了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标志着直播带货正朝着法治化努力。

时下,直播带货方兴未艾。在便利消费者、催生新产业、带火新商业的同时,更要以法治规范行业发展,以法治支撑
商业流量。本报连续刊发《网络直播带货 应自带法治“基因”》《破除问题乱象，直播带货才能“乘风破浪”》等文

章，就如何规范网络直播带货，促进其更健康、更长远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实践证明，只有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保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让直播带货心存敬畏，不敢也不愿砸牌子，才能促进直播营销新业态健康发展。 （杨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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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铸典：精准适用 保障民生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诞生，我国正式进入

“民法典时代”。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
调，要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12月28日，
周强院长在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切实实施民法典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适用清理后的司法解释，坚持严格公正司法，
确保民法典统一正确实施，依法保障人民群众权益。

2020年6月 3日起，本报二版开设“学习民法典纵横谈”栏目，相继刊发 《开启民事司法工作新纪元》《法典化时
代呼唤法典化思维》 等 20 余篇文章；6 月 5 日，刊发 《掀起学习贯彻民法典高潮》 评论员文章。民法典是社会生

活百科全书和民事权利的宣言书、保障书，我们应该持续关注民法典、学习了解民法典、精准适用民法典，让它更好地服务
于保护个人权益、服务于司法审判工作、服务于法治中国建设。 （杨梦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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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收官：打伞破网 打财断血
2020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收官之年，9月25日召开的全国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第三次推进会强调，要坚决彻底推进“六清”行动，夺取

专项斗争全面胜利。一年来，人民法院深度推进“打伞破网”，共审结涉黑涉恶案
件22524起，巩固落实“打财断血”工作成效，加大对涉黑恶刑事财产的追缴力
度，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为深入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增强斗争到底的决心，本报刊发了《夺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全面胜利》《多措并举 坚决打赢扫黑除恶攻坚战》《精准“打财断血”服务“六稳”“六保”》等多篇评论，为夺取

专项斗争的全面胜利加油鼓劲。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决策完
全正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专项斗争越进入到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人民法院越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当
前斗争阶段性特点和面临的瓶颈短板，以更强的工作责任感、紧迫感推进专项斗争。 （盖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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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案同判：统一标准 确保公正
2020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工作机
制的意见》。《意见》分为十个部分，全面归纳了人民法院实现法律适用标准统

一的十个路径与方法，提出了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21条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司法解释和
案例指导工作、强化审判组织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法定职责、落实院庭长统一法律适用
标准的监督管理职责、完善类案和新类型案件强制检索报告工作机制等重要内容。

本报二版刊发了 《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对“类案不同判”说不》《类案同
判核心在于建立类案标准》《类案检索是统一法律适用的重要路径》 等文章，结合法院工作，对完善统一法律适

用标准工作机制的意义以及如何贯彻落实作了探讨。实践中，“类案不同判”现象曾一直是司法改革中的一大难题，严重影
响了司法公信力。《意见》 立足于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最朴素的价值追求，直击问题要害，提出的各项举措得当
有力，让审判权力的运行模式越来越科学合理，规范司法行为，统一裁判标准，确保司法公正高效权威。 （杨梦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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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法治思想：根本遵循 行动指南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本报刊发“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开创法院工作新局面系列评论”六篇，从坚
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公正司法等多个方面就习近平法治思想予以评论阐述。同时在二版开设

“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谈”栏目，邀请高级法院院长、知名专家教授等从法治的角度，结合法院工作，谈体会、讲
心得，号召全国各级法院要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热潮。 （盖 峰）

2020年11月 16日至 17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
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中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法治

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11月 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党组会
议和全国法院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专题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周强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坚决把习近平
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人民法院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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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建设：多元解纷 体系服务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和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精神，本报刊发《聚焦关键环节突出问题 推进一站
式建设再上层楼》《让人民群众在一站式建设中有更多获得感》《努力推进一站式建设行稳致远》等评论文章，提出要

坚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人民群众、服务审判执行、服务社会治理的功能定位，全面提升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效
能。各地法院坚持以“集约高效、多元解纷、便民利民、智慧精准、开放互动、交融共享”为目标推动一站式建设，让大量纠纷在诉讼
前端就得到实质解决，使这项“民心工程”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受到广泛好评，成为新时代司法为民的亮丽名片。 （李 飞）

2019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非
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2020年 9月 1日，周强院长在全国高级

法院院长座谈会上强调，要全面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加快
形成符合中国国情、满足人民期待、体现司法规律、引领时代潮流的中国特色纠纷
解决和诉讼服务模式，促进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更好的服务统筹推进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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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一声承诺 一场硬仗

本报刊发《发挥司法职能作用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需要真心耐心决心》《打造脱贫攻坚的“桥头堡”》等
多篇评论文章，提问题、找对策，讲成绩、鼓干劲，为打赢脱贫攻坚战鼓与呼。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压力增大，本报通过多篇评论文章，强调 2020 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
实现，越到最后越要紧绷这根弦，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 （王焕平）

2015 年 11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
定》。2020年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6月1日，周强院长在最

高人民法院党组扩大会议上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国两会精
神，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全国法院迅速行动，立足自身实际，进一步明确思路、完善举措，为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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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遇刺：血染法袍 严惩暴力

杀害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人民法官，是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底线和基石的严重侵蚀，更是对司法权威和法律
秩序的公然挑战，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本报连续刊发《法治信仰的星光终将照亮天河》《法治社会岂容刀刃

乱舞！》等评论文章，为法官郝剑痛惜，对犯罪行为愤慨。如何切实保护法官的人身安全？亟待从扩大法官人身保障的区
域范围、对象范围、降低威胁法官行为的惩戒难度、增强法官安全防范意识、增加法官保护举措和力度以及增设藐视法庭
罪几个方面来建立健全法官的人身保障机制，为法官提供更加安全的职业环境。 （杨建文）

2020 年 11 月 13 日 12 时许，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人民法院周家
人民法庭法官郝剑在该庭收发室被犯罪嫌疑人吴德仁持刀捅刺，经

抢救无效去世。吴德仁当场被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吴德仁系郝剑审理的
一起离婚纠纷案件的被告。郝剑参加法院工作 25年，对工作兢兢业业，连续 8年
被评为哈尔滨市法院系统先进个人，并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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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21年1月5日（总第8264期）

Kevin Michael Marley：本院受理上诉人昆山康桥学校与

被上诉人 Kevin Michael Marley 名誉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苏 05 民终 9740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吕笃会：本院受理原告河北鑫盛建材租赁有限公司诉你建筑设

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献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冀0929民初950号

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献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通冠超办公家具有限公司因银行汇票一份遗失，于

2020年12月2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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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

催告申请人：南通冠超办公家具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是银

行汇票，该票据出票日期为2020年12月16日，该票据票面号码为

00100041/31075179，金额为壹万元整，出票人为南通冠超办公家

具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江苏海外集团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三、申

报权利的期间：自2020年12月29日起至2021年3月15日止。四、自

公告之日起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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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上海盟昕门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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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上海

盟昕门业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140005132750574，出票人为常熟市鑫之盛化纤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常熟市海虞镇锦安物资经营部，持票人为上海盟昕门业有

限公司，出票行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 2018年 3
月 23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8 年 9 月 23 日，票面金额为 20000 元）

一份。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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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如果无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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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四方区古麦特休闲体育用品店因丢失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昌乐支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受理后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的票号为：1020005227163262，

记载出票人为英轩重工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临朐志浩机电科技

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31 日，票面金额为 10000 元。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

人申报本院将依法判决该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昌乐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永康市帅虎环保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因所持的银行承

兑汇票一张（汇票的号码为 3130005141096857，出票日期 2019年

8月 15日，汇票到期日 2020年 2月 15日，出票人台州垚晶贸易有

限公司，付款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路桥城西支行，汇票金额人民

币 20000元，收款人永康市帅虎环保设备安装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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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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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立案受理余背友申请宣告余守智
死亡一案。申请人余背友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余守智系父子关系，

被申请人于2008年5月12日离家出走，家人多年寻找未果，故向法

院提出申请。经查：余守智，男，藏族，1947年5月23日出生，身份证

号：622626194705230415，原住甘肃省文县铁楼藏族乡强曲村二

社，经甘肃省文县铁楼藏族乡强曲村村委证明，余背友父亲余守智，

于 2008年 5月 12日地震中出走，至今已有十二年，已再无生还可

能。现发出寻人公告，余守智本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

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将被宣告死亡。凡

知悉下落不明人余守智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

知悉的下落不明人余守智情况，向本院报告。[甘肃]文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立案受理梁丽心申请宣告黄锦光

死亡一案，案号（2020）粤 72民特 94号，申请人梁丽心称，下落不

明人黄锦光，男，1967 年 5 月 25 日出生，汉族，“亿瑞 3286”轮船

员，户籍地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麻四村九坊三队大坣 89 号，公

民身份证号码 442527670525277，系申请人配偶。2020 年 9 月 29
日，“亿瑞 3286”轮在阳江海陵岛正南 20海里处海域发生翻沉事

故，黄锦光落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黄锦光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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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黄锦光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黄锦光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黄锦光的情况，向本院报告。联系人：刘亚洲；联系

电话：020-89441831。 [广东]广州海事法院
本院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立案受理谭带妹申请宣告陈健光

死亡一案，案号，（2020）粤72民特95号。申请人谭带妹称，下落不明人

陈健光，男，1972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亿瑞3286”轮船员，户籍地广

东 省 东 莞 市 麻 涌 镇 麻 四 村 八 坊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441900197205160619，系申请人配偶。2020年9月29日，“亿瑞3286”
轮在阳江海陵岛正南20海里处海域发生翻沉事故，陈健光落水失踪，

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陈健光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

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陈健光

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陈健光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陈健光的情况，向本院报告。联

系人：刘亚洲；联系电话：020-89441831。 [广东]广州海事法院
本院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立案受理袁泽光申请宣告袁建荣

死亡一案，（2020）粤 72民特 96号。申请人袁泽光称，下落不明人

袁建荣，男，1990 年 12 月 30 日出生，汉族，“亿瑞 3286”轮船员，

户籍地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西便基一巷 31 号，公民身份证号码

441900199012302771，系申请人儿子。2020 年 9 月 29 日，“亿瑞

3286”轮在阳江海陵岛正南 20 海里处海域发生翻沉事故，袁建

荣落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袁建荣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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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袁建荣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袁建

荣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袁建荣的情况，向本院报告。联系人：刘亚洲；联系电话：

020-89441831。 [广东]广州海事法院
本院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孔柳娟申请宣告

黄润兴死亡一案，案号（2020）粤 72民特 97号。申请人孔柳娟称，

下落不明人黄润兴，男，1968 年 7 月 1 日出生，汉族，“亿瑞 3286”

轮船员，户籍地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南坦路 70 号，公民身份证

号码 442527196807010612，系申请人配偶，2020年 9月 29日，“亿

瑞 3286”轮在阳江海陵岛正南 20 海里处海域发生翻沉事故，黄

润兴落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黄润兴应当自公告之

日起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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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黄润兴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黄

润兴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黄润兴的情况，向本院报告。联系人：刘亚洲；联系电话：

020-89441831。 [广东]广州海事法院
本院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罗春梅申请宣告

谭德生死亡一案，案号（2020）粤72民特98号。申请人罗春梅称，下

落不明人谭德生，男，1976年2月12日出生，汉族，“粤韶关货2960”
轮船员，户籍地广东省怀集县怀城镇车头村委会罗祝队368号，公

民身份证号码441224197602120832，系申请人配偶。2020年6月25
日，谭德生在“粤韶关货2960”轮过驳淡水过程中未站稳，落水失踪，

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谭德生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

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谭德生

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谭德生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谭德生的情况，向本院报告。联

系人：刘亚洲；联系电话：020-89441831。 [广东]广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陈步平申请宣告朱诚死亡一案，经查,朱诚（女，

1981 年 7 月 23 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藕池

巷 10号 2楼 1号，公民身份号码 420103198107231247）于 2015 年

1 月离家未归,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

年。希望朱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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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0 年 8 月 4 日立案受理程小琴申请宣告姜峰失踪

一案，申请人程小琴称，姜峰于2002年离家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

人姜峰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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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姜峰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姜峰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姜峰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兴华申请宣告刘德文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刘德文，男，1935 年 10 月 14 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为辽宁省

沈阳市于洪区黄山路 23 号 4-3-2。2008 年 10 月 2 日走失，至今

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刘德文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为 1 年，公告

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辽宁]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纪飞申请宣告王光聚死亡一案，经查王光聚，男，

1937 年 11 月 28 日出生，汉族，失踪前住济南市历下区明湖小区东

区一区 6 号楼 3 单元 601 室，公民身份号码：370102193711281714。

王光聚于 2014 年 11 月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满 6 年。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王光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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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薛道玄与被执行人郑祥平、刘世亮、开封市科瑞置业
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执行人刘世亮遗产的继承

权人公告送达尉氏县人民法院遗产继承通知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七十五条之

规定，现公告通知被执行人刘世亮遗产继承权的人继承遗产，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责令继承权人公告期满次日起3
日内书面答复本院是否继承遗产。逾期不答复视为放弃继承，本院将

依法强制被执行人刘世亮的遗产。 [河南]尉氏县人民法院
张春良：本院执行的孙宝成申请执行毕永、哈尔滨天天运输有限

公司、毕永、董国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
月 4日作出（2020）黑 0104执异 36号执行裁定，追加你为本案被执行

人，在（2015）外民二初字第 745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范围内与哈

尔滨天天平安运输有限公司对孙宝成承担连带责任。现向你公告送

达（2020）黑 0104 执异 36 号执行裁定，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该裁定，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起十五日内向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刘长亮：本院受理王福兴与刘长亮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据已

生效的（2012）外民三初字第 300号民事判决书。根据申请执行人申

请，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黑 0104 执恢 1866 号执行裁

定书、通知书。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期届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

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自公告期届满后次日起三日

内，向本院报告财产，如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本院将予以罚款、

拘留。同时，本院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被执行人名单信

息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在你未全

部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前,限制你所有高消费活

动。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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