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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法治时评 ▷▷
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让人民享受数据红利

刘 洁

依法依规，方能确保安全，让
百姓安心接受数字化，在群众少
跑腿、数据多跑路的变化中享受
到数字政府带来的红利。

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
的指导意见》，着重强调要依法依规促进
数据高效共享和有序开发利用。依法依
规，方能确保安全，让百姓安心接受数字
化，在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的变化中
享受到数字政府带来的红利。

要充分认识到数字政府建设是法
治政府的重要支撑。中共中央、国务
院 印 发 的《法 治 政 府 建 设 实 施 纲 要

（2021—2025 年）》提出，坚持运用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促
进依法行政，着力实现政府治理信息
化与法治化深度融合，优化革新政府
治理流程和方式。在政府立法过程
中，可以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拓宽公众
参与渠道，完善立法听证、民意调查机
制，从而让立法充分反映社情民意。
各地在纷纷探索建立一体化政务服务
平台，全面推行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
办、就近办、一次办、自助办，在推动政
府高效履职尽责、便利民众的同时，也
减少了权力寻租空间，做到权为民所
用。在行政执法方面，可以借助网络
畅通违法行为投诉举报渠道，借助区
块链、人工智能等网络技术进行更深
入的调查取证，及时通过网络对重大
行政执法情况进行公开，用公开来守
护执法的公平正义。

各级政府部门要认真落实好自身
数据保护的主体责任。我国人口多，市
场主体也多，数字政府建设的推进意味
着海量数据的收集和共享，必须将数据
安全放在首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
安全法》明确规定，各地区、各部门对本
地区、本部门工作中收集和产生的数据
及数据安全负责，也就是政府部门在数
字政府建设中对自身收集和产生的数
据要负主体责任。具体来说，作为政府
部门，要对所收集和产生的数据进行分
级分类，从而针对不同等级的数据平台
建立相应的安全防护体系，做到技术系
统的安全；要建立健全数据收集、存储、
使用等全过程的操作规范，加强人员培
训，完善技术监管体系，确保数据的处
理都能依法依规进行；要建立数据的风
险监测和应急预警机制，确保第一时间
发现风险漏洞，在出现数据安全事件时
立即采取处置措施并做好告知和报告。

要全面加强智慧法院建设助推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数字化。周
强院长指出，加强智慧法院建设，是营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服务
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我们看到，通
过全面加强智慧法院建设，实现全流程
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方位智
能服务，有力提升了审判质效，让人民
群众更好地享受到科技发展带来的便
利，增强了人民群众获得感。今后，要
进一步深入总结经验，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不断推动智慧法院建设迈向更
高水平；要继续探索，不断完善在线诉
讼、在线调解规则，让人民群众少跑腿；
要加强对数字政府建设中相关法律法
规的宣传阐释，适时发布数字政府建设
中出现的典型案例，以案释法，让政府、
企业、群众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权利和
义务，对违法违规者形成威慑。

请放下手机，陪孩子读书
李红英

微言大义

观点

短评

消弭就业歧视还需“组合拳”

“来公司上班就别生孩子，这是最
基本的要求。”“怀孕就意味着你不再
胜 任 本 职 工 作 ，希 望 你 主 动 辞
职。”……这些匪夷所思的言论，来自
部分职场女性在婚育期间的真实遭
遇，她们有的被迫降薪降级，有的被以
各种理由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

此类现象不仅严重破坏了职场女
性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而且也严重
损害了职场女性的自尊心和平等就业
权。同时，这也让国家的生育政策受
到严重制约。

笔者认为，要消弭就业歧视，还需
“组合拳”。首先，要建立联合约谈机
制。要对涉嫌女性就业歧视行为的用
人单位开展联合约谈，对拒不接受约
谈或约谈后拒不改正的，要依法查处，
并通过媒体向社会曝光。其次，要健
全司法救济机制。人民法院要依法受
理女性群体的就业歧视相关起诉，司
法部门要积极为符合条件的求职者提
供司法救济和法律援助。其三，要加
强监察执法。劳动监察部门要依法惩
处就业歧视行为，保护女性求职者和
职场女性的合法权益。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层面应
尽快出台相关的惩戒实施办法，对肆意
的就业歧视行为，不妨通过高额罚单、
黑名单甚至是追究法律责任等多种处
罚机制，让其既付出经济代价，又付出
法律代价，倒逼其公平、公正地对待每
一位女性求职者或职场女性，自觉远离
就业歧视行为。 ——廖卫芳

严打养老诈骗，确保老有所依

公安部近日部署开展打击整治养
老诈骗专项行动，以提供“养老服
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
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
老 保 险 ”、 开 展 “ 养 老 帮 扶 ” 等 为
名，实施诈骗、集资诈骗、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合同
诈骗、制售伪劣商品和生产、销售、
提供假药、劣药等侵害老年人财产权
益的各类涉老违法犯罪活动为重点，
深入开展破案攻坚，全力快破现案、
攻坚积案、追捕在逃犯罪嫌疑人，切
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老人们辛苦一生攒下来的血汗
钱，是他们用以安度晚年的养老钱、救
命钱，可现实中却有一小撮不法分子，
盯上了警惕意识不强的老年群体，通
过编织各种美丽的谎言，设计各种迷
惑性很强的骗局来坑老害老，妄图把
他们拉下陷阱，再把他们的钱财洗劫
一空，此等行为实在是恶劣。

新闻中所述的诈骗手段五花八
门、各式各样，并且必然还会不断翻
新 升 级 。 一 方 面 ，这 么 多 的 骗 术 套
路，真是“总有一款适合你”，着实会
令很多老人防不胜防。另一方面，也
从 一 个 侧 面 表 明 ，社 会 上 的 涉 老 犯
罪，的确十分猖獗，已经到了非严打
不可的地步。现在，公安部部署开展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可谓正
当其时。

除了强调严打，我们还要加强宣
传防范，广泛宣传养老诈骗违法犯罪
典型案例，揭露犯罪“套路”手法，提高
老年人识骗防骗能力。此外，还需要
相关行业部门的联动配合，甚至需要
全社会的关心支持。作为儿女，也有
关 心 家 中 老 人 、做 好 防 骗 提 示 的 义
务。面对无孔不入的骗子，只有一起
行动起来，才能看好老人的钱袋子，守
住最美夕阳红。

——徐建辉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作为一名
少年法庭的法官，我呼吁：亲爱的家
长朋友们，请放下手机，拿起书本，和
孩子们一起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吧。

十余年来，作为一名从事少年审判
工作的法官，每年我都和同事们去乡镇
中学、实验高中等学校为孩子们上法治
教育宣传课，每次去讲的案例不一定相
同，播放的微电影也不一样，但是有几句
话是我经常同孩子们讲的：“读好书，多
运动，守法者最自由。”每每看着孩子们
那明亮的眼睛，就忍不住多叮嘱几句，也
许会有作用的吧。

“读好书，多运动”。青春期的孩子
是自我认知觉醒的时期，心灵世界的觉
醒往往会表现为一种勃发的求知欲，对
书籍产生热烈的向往。“我扑在书籍上，
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前苏
联作家高尔基回忆他的童年时所说的这
句话，可以很好地诠释文学大师为什么
能够成为文学大师。而这世界上古今中
外 的 书 籍 不 计 其 数 ，又 有 哪 些 是 好 书
呢？我想，对于青少年来说，咱们国家的
传统文化经典应该读一读，高尔基的自
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应该读一读，还有其他一些外国经典名
著如《简·爱》《悲惨世界》《呼啸山庄》等
可以读一读。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
族的希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始终心系青少年成长，前往学
校考察调研、与青少年代表座谈、给
学生回信……在多个场合表达对青少
年的真挚关怀和殷切希望。家庭是人生
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父母的言传身教就是
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杨绛先生曾回忆过
女儿钱媛在很小的时候看到父母读书，
也就拿本书有样学样在一旁翻着书，养
成了读书的好习惯。2001 年，杨绛先生
代表全家在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
学金，激励了无数学子。她在《读书苦
乐》文章里写道：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
——“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
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先打招呼
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
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
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
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问
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
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

他讲正经大道理还是聊天说笑，都可以
挨近前去听个足够。先生写的读书多么
好玩生动啊!

季羡林在《我和书》（三则）中也写
道，古今中外都有一些爱书如命的人，我
愿意加入这一行列。书能给人以知识，
给人以智慧，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希望
……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有极大一
部分是通过书籍流传下来的。我们必须
认真继承这个世界上的优秀传统，要读
书、读好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上无愧
于先民，下造福于子孙万代。

我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已于 2022 年 1
月1日实施。在该法第二章家庭责任中，
对如何科学开展家庭教育给予了详尽的
阐述和要求，特别是第十七条对家庭教育
的具体方法中明确规定：（一）亲自养育，
加强亲子陪伴；（二）共同参与，发挥父母
双方的作用；（三）相机而教，寓教于日常
生活之中；（四）潜移默化，言传与身教相
结合……该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安机
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
程中，发现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
者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未成年人的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根据情况对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
受家庭教育指导。作为一名从事少审工
作多年的法官，笔者深深感到未成年人家
庭教育的缺失，与父母沟通的不畅，常常
会导致青春期的孩子不能明辨是非，走上
犯罪的道路。庭审中，面对被告人席上孩
子茫然无助的眼神，其父母掩面而泣的情
形，我常常会感到痛心惋惜。如果年轻的
父母不会因为一时冲动离异；如果青春期
的女孩能够感受到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
而不是去虚拟社会里寻找温暖；如果原生
家庭的父母不是常常用暴力解决教育问
题；如果那位再婚的妈妈能够细心觉察女
孩的内心；如果学校的老师及时发现那个
爱欺负同学的孩子心里的无助……那么，
未成年人一定会更健康快乐地成长。家
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只有家长意识到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主动科学地进行家庭
教育，孩子才能健康茁壮成长。

世界读书日刚刚过去不久，作为一
名少年法庭的法官，我要呼吁：亲爱的
家长朋友们，请放下手机，拿起书本，
和孩子们一起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吧。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22年5月6日（总第8714期）

（2022）粤 0307清申 1号，本院于 2022年 4月 2日裁定受理申

请人陈宗天申请丰晟田园农业（深圳）集团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

案，同时指定广东众诚律师事务所担任丰晟田园农业（深圳）集团

有限公司清算组，蔡虎为负责人。本案受理之后，就丰晟田园农业

（深圳）集团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权利义务产生争议的，应向本院提

起诉讼；本案受理前已经开始而尚未审结的有关丰晟田园农业

（深圳）集团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的民事诉讼由原审法院继续审理，

原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清算组负责人。丰晟田园农业（深圳）集团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到本院指定的地

点申报债权。丰晟田园农业（深圳）集团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的债务

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债权申报地

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27号嘉汇新城汇商中心 3008室；联

系 人 ：杨 海（0755- 23618305、15018537002）、杨 振 湃（0755-

23618305）。 [广东]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2020）粤19破24号，申请人东莞市元锦电子制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元锦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

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向本院申请破产清算。2020年6月16

日，本院裁定受理元锦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后因元锦公司资产不足

以清偿全部债务，本院于 2021年 7月 7日裁定宣告元锦公司破产。

本院于2021年8月9日作出（2020）粤19破24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

定认可《东莞市元锦电子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现元锦公司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元锦公司破产管理人向本院

申请终结元锦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管理人申请终结本案破产程序

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本院已于 2021年 12月 10日作出（2020）

粤19破24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东莞市元锦电子制品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裁定受理广西宁明诺沃奇再生能

源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沃奇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 2022

年4月20日指定广西桂三力律师事务所为诺沃奇公司管理人。诺沃

奇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2年 6月 13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广西

南宁市青秀区东葛路 24-8号凯丰大厦 15层广西桂三力律师事务

所;邮政编码:530022;联系人:李世红;电话:15107816826；叶乾锐，电

话：13820007028)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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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前已经进行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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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沃奇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2年6月28日下午15时30

分在本院二楼会议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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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出席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出席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者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

证及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广西]宁明县人民法院
2021年 11月 28日，申请人萍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被申请人萍乡市辉岩建材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移送破产审查。2021 年 11

月 28日，本院决定将被申请人萍乡市辉岩建材有限公司移送萍乡

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破产审查。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年 4

月 15日裁定受理被申请人萍乡市辉岩建材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

申请，并将该案移送至本院审理，本院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作出

（2022）赣 0313破 4号决定书，指定江西鸿天律师事务所担任萍乡

市辉岩建材有限公司管理人。萍乡市辉岩建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2年 5月 29日向管理人（通讯地址：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公园中路 97号萍乡市司法局院内 1栋 2单元

102室；联系人：彭玉婷；电话：0799-6212588）书面申报债权。债权

人申报债权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以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在债权申报期限内，债权人未申

报债权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

理。萍乡市辉岩建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

于 2022 年 6月 2日下午 14时在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第三审判

庭（地址：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新村路 49号）召开，请准时参加。萍

乡市辉岩建材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15日内向管理人移交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及公司印章、执照、财产，若因未

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应对萍乡市

辉岩建材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本案适用快速审理

方式审理。 [江西]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

关于哈密绿天使纤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天使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本院原定于 2022年 5月 7日上午 11时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因受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所在区域开

展各项防控措施，加之绿天使公司涉及单位刑事犯罪，其公司财

产被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查封、扣押，导致管理人开

展企业接管以及债权申报和审查等各项破产清算工作推进缓慢。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

就延长绿天使公司债权申报期限和延期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债权申报截止日期暂延长至 2022 年 6

月 22日。在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人尽量采用网络申报等非现场

方式申报债权。二、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延期召开。待绿天使公司破

产清算工作有实质推进后，具体召开时间将视疫情防控情况提前

公告和通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哈密信合棉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合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本院原定于 2022 年 5 月 7 日上午 11 时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因受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所在区域开展

各项防控措施，加之信合公司涉及单位刑事犯罪，其公司财产被

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查封、扣押，导致管理人开展企

业接管以及债权申报和审查等各项破产清算工作推进缓慢。为

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现就延长信合公司债权申报期限和延期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债权申报截止日期暂延长至 2022 年 6

月 22 日。在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人尽量采用网络申报等非现

场方式申报债权。二、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延期召开。待信合公司

破产清算工作有实质推进后，具体召开时间将视疫情防控情况

提前公告和通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中级人民法院

湖南海为广告有限公司、刘灵、龚敏芝、贺芝珍、湖南赢行传
媒有限公司、湖南科佳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南

省文化旅游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向你们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原告诉请主要内容为：1、被告海为广告

偿还原告代其向长沙银行代偿的本息款项 1054939.93元；2、被告

海为广告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及违约金 86191.19元；3、被告刘

灵、龚敏芝、湖南赢行传媒有限公司对海为广告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等（详见起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湖南]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湖南亲子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毛卫军、李试涛、肖怀长：本

院受理的原告陈虹伯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因向你们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原告诉请主要内容为：1、判令四被告共同偿还原

告本金 98000元及利息；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 3日下午 2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南]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牛立娜申请宣告李金明死亡一案，经查：李金明，男，

1963年9月12日出生，原住北京市海淀区制呢厂宿舍绒1楼2单元

14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李

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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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李金明死亡。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1年 4月 1日受理申请人张燕军申请宣告张海书死

亡一案，申请人张燕军称，张海书，男，汉族，1950年9月12日出生，

公民身份号码为 623023195009120013，原住舟曲县城关镇西关行

政村 109号，于 2006年 7月离家出走，家人寻找未果，于 2010年 10

月25日到舟曲县城关派出所报案，后经多方联系至今下落不明。现下

落不明已满四年。根据法律规定，特向舟曲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

宣告张海书死亡。下落不明人张海书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

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张海书将被宣告

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张海书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

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张海书情况，向本院报告。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判决。 [甘肃]舟曲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2 年 4 月 2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郭焕霞申请宣告郭惠

霞死亡一案。申请人郭焕霞称，被申请人郭惠霞（女，汉族，1965 年 2

月 18 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10103196502182421，户籍地：郑州市

二七区陇海中路 75 号院 6 号楼附 1 号）于 1999 年 5 月 24 日离家出

走，至今未归，2000 年 2 月 9 日其家人已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公安机

关在公安网对该郭惠霞信息进行查询，未发现该郭惠霞相关活动

轨迹（包括住宿、交通、上网、出入境等），已将该郭惠霞按失踪人员

进行信息登记。郭惠霞已下落不明满四年。下落不明人郭惠霞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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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郭惠霞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郭惠霞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郭惠霞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南]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2年3月1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徐冰奇申请宣告王小芳

失踪一案，申请人徐冰奇称，王小芳自2010年就外出至今杳无音信。下

落不明人王小芳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二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

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下落不明人王小芳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

落不明人王小芳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

下落不明人王小芳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南]叶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2年3月1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世范申请宣告葛拥军

失踪一案，申请人王世范称，葛拥军自2011年就外出至今杳无音信。下

落不明人葛拥军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二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

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下落不明人葛拥军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

落不明人葛拥军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

下落不明人葛拥军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南]叶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2年4月1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舒文炎、章坐武申请宣告章

代来失踪一案。申请人舒文炎、章坐武称，2020年3月19日章代来到沙市

农场买菜种回程时失踪。其家人已向居住地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

局联合派出所报案。下落不明人章代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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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章代来将被

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章代来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

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章代来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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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此次执行行动从一开始就明确做好

“分类施策”：对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
行、逃避执行、抗拒执行的，突出执行
工作的强制性，用足用好拘传、拘留、
限制高消费、失信惩戒、追究拒执罪等
强制措施；对确有履行意愿，但暂无履
行能力的，积极引导当事人达成执行和
解，分期履行；对赡养费、扶养费、抚
养费案件，将强制执行和教育引导相结
合，充分发挥释法说理和亲情感化作
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重大
疑难复杂案件，积极向当地党委汇报，
充分发挥党委总览全局、协调各方的政
治优势，推动“骨头案件”有效化解；

对被执行人确无履行能力、申请执行人
又面临生存、生活困难的，积极开展司
法救助，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基本生活。

“之所以这样安排，就是为了用足
用好强制执行措施，确保群众合理诉求
及时得到实质解决。”山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执行局局长廖伟忠介绍，此次执行
行动有效推动了均衡结案，全面提升了
执行质效，为进一步推动执行工作高质
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此外，山东法院还拓宽宣传渠道和
宣传方式，以现场直播、短视频、专题

信息等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报道
集中执行行动 462 次。对重大执行案
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场见

证，据统计，执行行动期间共邀请 128
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见证，向社
会传导生效裁判必须履行的强烈信号，
凝聚理解执行、尊重执行、协助执行的
广泛共识，有效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意
识和观念。

⇨⇨上接第一版 罗昌平具有自首情节，自
愿认罪认罚，愿意赔偿公益损害赔偿金8万
元，用于抗美援朝烈士精神事迹纪念、宣传
等公益事业（并已支付到位于辽宁省丹东
市的抗美援朝纪念馆），法院予以认可。辩
护人请求对罗昌平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成
立，公诉机关提请对罗昌平判处有期徒刑

七个月的量刑建议适当，法院均予采纳。
针对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

讼，城郊法院也作出了判决：责令被告人
罗昌平在新浪网、《法治日报》和《解放军
报》上公开赔礼道歉。

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
及群众代表旁听了宣判。

5 月 5 日，侮 辱“ 冰 雕 连 ”的 网 络
“大 V”罗昌平被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
民法院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承担在新浪
网、《法治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公开
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报道显示，罗昌平是个“惯犯”，多
年来罗昌平在其个人微博账号上发表
了9篇侮辱、嘲讽英雄烈士等违法帖文，
这 9篇帖文的阅读量累计达 1700多万
次，其个人账号被微博平台依照微博社

区公约处置约30次。但他仍然不思悔
改，2021 年 10 月电影《长津湖》在全国
热映，影片中“冰雕连”和“冻土豆”的情
节让全国人民深受震撼，罗昌平却再次
公然发表违法言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
影响。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
新确立的罪名，自 2021年 3月 1日起施
行。设置这一罪名是对英雄烈士名誉、
荣誉的特殊保护。这种犯罪行为不仅
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也严重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因而被告人既要承担刑
事责任，也要承担民事责任。

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安身立
命的基础。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
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
然而在现实中，一些人把历史当作“任人
打扮的小姑娘”，将党史庸俗化、娱乐化，
甚至做出贬损、丑化革命烈士、英雄模范
的违法犯罪行为。联想到 2015 年的加
多宝公司侮辱先烈邱少云案，2017 年方
志敏烈士名誉侵权案，2021 年初“辣笔

小球”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再到
前些年的侵害“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
案，恶搞董存瑞、丑化刘胡兰等种种历史
虚无主义的事件，实为天理、国法、人情
所不容。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民意
一边倒地赞同严惩侮辱先烈行为，也充
分说明了“公道自在人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实现了思想领域的正本清源。但不可忽
视的是，历史虚无主义不但没有自动退出
历史舞台，还呈现出一些新的苗头和动
向。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历史，坚持正确党
史观，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定
历史自信、增强历史自觉，才能在乱云飞
渡中把牢正确方向，在沧海横流中坚毅前
行，开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

5月5日，在微博上侮辱抗美援朝长
津湖战役中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冰
雕连”英烈，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

“大V”罗昌平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
承担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消息一出便
引起广泛关注，网上评论一片叫好。

前有“辣笔小球”，后有罗昌平，法
院的判决，网民的呼声，全都表明：网
络不是法外之地，英烈名誉、荣誉绝不
容诋毁。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互联网不是法
外之地，法律底线不可逾越。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
行、示威的自由。宪法赋予我们言论自
由，我们享有按照个人意愿表达意见和
想法的权利，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人把网络当成了畅所欲言的
场所。但是，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
我们在享有言论自由的同时，不能违反
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社
会、集体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
刑法、民法典和英雄烈士保护法均规定
网络言行有边际，网络空间从不是法外
之地，网络开放和自由也必须以遵守法
律法规为前提。网络“大V”作为公众人

物，发言不能只图自己痛快，置法律法规于
不顾。罗昌平在互联网上侮辱、诋毁英烈，
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抗美援朝精
神，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
利益，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共同记忆和宝贵
情感，情节严重，必须予以严惩。

从人民的角度来看，互联网需要正向
引导，人民需要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
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
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
化，不符合人民利益。”网络如同大海般浩
瀚，但更应像星辰那样明亮，有什么样的

价值导向，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和路径，
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和人民。中国人民
志愿军的英雄事迹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
史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伟大抗美援朝
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需要全体中华儿女
永续传承、世代发扬，绝不容许亵渎、诋
毁。罗昌平作为一名网络“大V”，在网络
上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其本人更
应该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谨言慎行，
自觉自律，为其言论负责。网络中的每个
人，都应当承担起各自的社会责任，让网
络成为传播正能量的平台。

在人人皆媒体的网络时代，无论是互
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还是包括网络“大V”
在内的广大网民，都应增强法治意识、自
律意识和底线意识，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共同营造好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网络
并非法外之地，违法违规必被严惩！

英烈名誉不容诋毁 警惕历史虚无主义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刘志伟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均需谨慎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光权

用“真金白银”兑现司法为民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