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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 刘爱英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热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有高度、有深度、有力度、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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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立意高远、简约务
实、主题明确。报告提出要依法服务构建新发
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服
务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市场要素资
源高效配置，为此出台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 20
条，促进消费 30 条，稳定就业 14 条。我认为乡
村经济大有可为，潜力非凡。人民法院充分发
挥自己的审判职能，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对
于乡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有着
重大意义。

（本报记者 董星雨 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站位全局、重点突出、文
风朴实，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责任担当，系统呈现了过去五
年改革创新、亮点纷呈的工作成效。特别是一站式
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成果丰硕，为人
民群众提供多途径、高效率、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方
案。其中福建平潭“海岛法庭”服务海岛渔村向海而
兴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切切实实把司法服务送到
老百姓家门口，畅通司法为民“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王珊珊 本报通讯员 郑岚芳
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面深入总结了人民
法院过去五年所做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优异成
绩。我对两点工作印象深刻：一是五年来，人民法院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旗帜鲜明支持见义勇为，
让自甘风险者自负其责，让失德乱序者承担后果；二
是依法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坚决制止“大数据杀
熟”等行为，规范直播带货、付费点播等新业态。希
望人民法院能够继续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有力的法
治保障。

（本报记者 冼小堤 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客观总结了各项工作，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法院工作成绩斐然，更反映了法
院主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担当精神，处处展现了
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作为一名来自企业的代
表，让我感触深刻的是全国法院深入践行绿色发展
理念，创新环资审判机制，探索共建环境资源司法
协作机制，值得点赞。希望人民法院进一步发挥审
判职能，继续加大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行为的打击
力度，加强环保普法宣传，为守护全域绿水青山贡
献更大的司法力量。

（本报记者 盖 峰 陶 琛 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有高度、有深度、
有力度、有温度，一组组翔实的数据勾画出更
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画卷。法治是最
好的营商环境，我多次应邀到我工作所在地法
院调研、旁听庭审，看到了法院在优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方面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依法
打击破坏营商环境违法犯罪，维护企业合法权
益；畅通涉企案件绿色通道，按下服务加速
键；深化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涉企纠纷实质
化解。我为法院工作点赞！

（本报记者 盖 峰 陶 琛 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政治站位高，文风朴
实，数据翔实，亮点突出，我完全赞成。近年来，人
民法院在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赢得了社会群众肯定。比如，
坚持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等违法犯罪；对未成
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注意体现人文关怀，以教育
引导为主；注重与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发力，强化
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源头预防，为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撑起一片法治蓝天。希望人民法院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切实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为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盖 峰 陶 琛 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内容丰富，数据翔
实、案例生动、亮点突出，通篇贯穿习近平法治
思想，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为民情怀，是一份求
真务实、开拓进取的好报告，我完全赞同。

过去五年，全国法院坚决筑牢政治忠诚，
坚定维护安全稳定，依法服务发展大局，切实
保障民生权益，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着力锻造
法院铁军，各项工作稳中有进、亮点纷呈，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提供了有力司法服务。

（本报记者 吴 凡 本报通讯员 崔善红
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通篇贯穿政治性、人
民性、法治性，是一篇高举旗帜、求真务实、开
拓进取、聚焦民意的好报告。报告坚持用事实和
数据说话，工作亮点突出，工作成果显著。

报告中提到依法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全国各
级法院在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激发创新动力
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如出台植物新品
种权司法解释，激励育种创新；出台加强中医药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意见，保障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等。

（本报记者 吴 凡 本报通讯员 崔善红
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
客观全面，工作部署重点突出、指导性强，是一
份既有政治高度，又充满法治精神和为民情怀的
好报告，我完全赞同。过去五年，最高人民法院
始终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忠实
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
果，人民法院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海南法院在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方面勇于担当，忠诚履职，尤
其是在依法妥善处理海航破产重整案件中功不可
没，有力维护了海南自由贸易港经济社会稳定。

（本报记者 吴 凡 本报通讯员 崔善红
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是一份兼具政治高
度、法治力度、民生温度的好报告，生动诠释了
以高质量司法服务高质量发展，我完全赞同！

报告中提到，依法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全
国法院加强产权司法保护，落实平等保护原则，
为优化我国营商环境作出积极贡献。在助力优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上，海南法院主动作为，围绕
与法院相关的执行合同、保护中小投资者、办理
破产等核心指标，精准发力，促进了审判执行工
作质效进一步提升。

（本报记者 吴 凡 本报通讯员 崔善红
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客观全面、实事求
是、文风清新、明白晓畅，是一份非常好的报
告。报告中提到人民法院促进市场要素资源高
效配置，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对符合清算
条件的企业及时进行清算，实现市场出清，对
一些有重整价值的企业进行重整，实现了企业
的“涅槃重生”。建议人民法院进一步加强破产
审判工作，充分保障破产管理人履行职责的权
利 ， 发 挥 破 产 管 理 人 在 破 产 程 序 中 的 积 极 作
用，促进市场要素合理配置，优化市场化、法
治化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乔文心 整理）

过去五年，最高人民法院坚持服务大局、司
法为民、公正司法，忠诚履职，各项工作取得新
进展。最高人民法院全面贯彻总体安全观，持续
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严惩严重暴力犯罪、网络信
息犯罪、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依法维护公共
安全，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取得新进展。最
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裁判弘扬契约精神和企业家
精神，依法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对“碰瓷式维
权”说不，为合法经营者撑腰，让违法经营者受
罚。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
合法权益，企业活力得到极大释放。

（本报记者 乔文心 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
富、数据翔实、重点突出，是一份求真务实、凝
聚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

近年来，河南法院坚持政治引领、突出司法为
民、狠抓自身建设，审结了“程三昌贪污缺席审判
案”“医生电梯内劝阻吸烟案”等一大批有影响力
的典型案例，积极主动服务大局，持续深化府院联
动，开创涉军维权“信阳模式”。希望人民法院能
够再接再厉，继续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孙 航 赵栋梁 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专门提到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让我们看到新时代司法定分止争、
明辨是非、惩恶扬善所作出的努力。

近年来，人民法院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全过程，让维护法律和
公共利益的行为受到鼓励，让违反法律和社会公
德的行为受到惩戒，让见义勇为者敢为。人民法
院以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则，引导全社会增强公
共意识、规则意识，使司法审判成为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

（本报记者 孙 航 赵栋梁 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重点突出，总结成
绩客观全面，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服务大局、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担当使命。作为来自少
数民族地区的基层代表，我非常关注法院在服
务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中的担当作为。过去一
年 ， 全 国 法 院 坚 持 和 发 展 新 时 代 “ 枫 桥 经
验”，加大人民法庭建设力度，全面服务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通过开展巡回审判、以案
说法、送法进基层等活动，服务基层人民群众
司法新需求，实现了诉源治理新突破。

（本报记者 盖 峰 陶 琛 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政治站位高、大局观
念强，用具体的工作举措和翔实的案例数据，全
面客观地总结了全国法院为实现“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
所付出的努力，体现了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以及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建议人民法院在今后
进一步加大对未成年人特别是偏远乡村未成年人
的保护，加大打击涉未成年人犯罪力度的同时，
更加注重偏远地区学校法治教育，用法治力量为
乡村少年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蓝天。

（本报记者 盖 峰 陶 琛 整理）

五年来，全国各级法院主动服务大局、司法为
民、公正司法，成绩显著。听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感觉很务实很振奋，我完全赞成这份报告。

在检验检测岗位上工作了近 20 年，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始终是我最关心的问题。今年我将
围绕食品安全履职建言，助力现代食品行业高质
量发展。人民法院依法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
努力为人民群众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提
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希望人民法院以后能通过庭
审直播、公开宣判等方式，加强食品安全法治宣传
和教育，守护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记者 孙 航 魏素娟 整理）

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我主要
有三点感受：一是人民法院坚决维护社会稳
定，加大力度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坚决惩治

“蝇贪”“蚁腐”，对腐败分子形成有力震慑。
二 是 人 民 法 院 维 护 市 场 秩 序 ， 优 化 营 商 环
境，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成立知识
产权法院，发布相关司法解释，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水平显著提升。三是人民法院着力加
强智慧法院建设，构建中国特色互联网司法
模式，在提升司法效率、方便群众诉讼的同
时，提高了司法的透明度。

（本报记者 乔文心 整理）

香港东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北钢香港有限公司与被

上诉人攀海国际有限公司及一审被告香港东展有限公司、北台钢

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2020）最高法民终 129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3个月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冠壹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莆田市福泰荣商贸有限公司、福建

光明堂古典家俱有限公司、陈桂清、李红英：本院受理上诉人许

长青、陈燕飞与被上诉人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审被告

陈秀龙、原审第三人南储仓储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及

你们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最高法民终 1210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成都国宏家通贸易有限公司、成都铂和诚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的（2021）最高法民终640号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因与中建六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广安绿源低碳置业有限公司、

永乐七星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判决书，请你们于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最高人民法院第五

巡回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江山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凯旋建材家居有限公司、丰润

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东方汽车有限公司、东海建材有限公
司、海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太平洋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厦门绿
迪贸易有限公司、厦门大江贸易有限公司、昆仑实业（厦门）有限
公司、三江世侨控股有限公司、厦门泛海贸易有限公司、方庆明、
王蕾：本院受理上诉人山河贸易（厦门）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江

山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凯旋建材家居有限公司、丰润金融担

保有限公司、丰润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丰禾（中国）有限公

司、东方汽车有限公司、东海建材有限公司、海峡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太平洋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厦门绿迪贸易有限公司、厦门

大江贸易有限公司、昆仑实业（厦门）有限公司、三江世侨控股有

限公司、厦门泛海贸易有限公司、方庆明、黄木兴、王蕾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各方公告送达（2021）最高法民终 974

号民事判决书。江山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凯旋建材家居有限

公司、丰润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东方汽车有限公司、东海建

材有限公司、海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太平洋兴业集团有限公

司、厦门绿迪贸易有限公司、厦门大江贸易有限公司、昆仑实业（厦

门）有限公司、三江世侨控股有限公司、厦门泛海贸易有限公司、方

庆明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王蕾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张敏：本院受理原告贾冀娜与被告张敏离婚后财产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京 0105 民初 4413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亚运村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王晓云：本院受理上诉人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银分行

与被上诉人王晓云信用卡纠纷一案，案号（2023）甘 04 民终 20

号。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甘肃省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
惠州市鑫美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肖东方：本院受理原告惠州

市顺盛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一惠州市鑫美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二肖东方、被告三石尧、被告四钟顺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本院于 2023 年 1 月 5 日作出民事判决。因你们现联系

地址和联系方式不明，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22）粤 1303 民初 7126 号案的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

等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后 15 日内，按对方当事人人数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
侯文杰：本院受理原告贾志超、赵健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内 0103 民初

399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

张良宾：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因

与重庆市涪陵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张良宾、四川省新力投资

有限公司侵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最高法民

终 6号案变更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嘉佳鑫（泉州）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天津

中钜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江苏苏州港集团有限公司、一

审被告天津华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一审第三人你公司不当得利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3）最高法民再 16号应

诉通知书、再审申请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23年4月1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陕西沐晟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潘成俭、陕西华德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西安昶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王少朋、

陕西沐晟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

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号法庭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州趣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2)京0491民初25150

号曹佳祥与福州趣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开庭传票及应诉通知书、证据材

料，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登录本院电子诉讼平台（网址：www.

bjinternetcourt.gov.cn）或来本院应诉，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电子诉讼平台线上公

开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北京互联网法院
安纪民：本院受理田盼道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应诉须知、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安平县人民法院

毛会：本院受理原告李建钢诉被告毛会离婚纠纷一案，案号

为：（2023）冀 1102民初 836号，原告诉讼请求如下：1、解除原告与

被告之间的婚姻关系；2、案件受理费由双方承担。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上午 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河北]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
扬中市恒瑞置业有限公司、广州市慧宇贸易有限公司、恒大

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恒鹏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深圳

市天橙盛世广告有限公司诉扬中市恒瑞置业有限公司、广州市

慧宇贸易有限公司、郑州恒泽通健康置业有限公司、恒大健康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恒鹏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河南恒鹏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荥阳市人民法院
DIAMOND LUBRICANT SUPPLIER FZR：本院受理原告

江苏帅龙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DIAMOND LUBRICANT SUP-

PLIER FZR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解除原、被

告于 2020年 3月 2日签订的《采购合同》，由被告向原告返还货款

96807美元（按2021年4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

间价 6.5233 折合人民币 631501.1 元）并承担违约金 3516.74 美元

（暂算按 2021年 4月 19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6.5233折合人民币22940.75元，要求计算到实际还款之日止）；2、本

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

5月23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江苏]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吉林省万邦惠购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宇诉

你公司与吉林省万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兴安盟汽车销售服务分

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2023）内 2201 民初 806 号案件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上午 8时 4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225室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内蒙古]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张奎、张茂林、姚娟、薛培尧的申请于 2023 年

2 月 22 日裁定受理宿州市澳洋粗杂粮储备物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 2023 年 3 月 1 日指定安徽三联律师事务所为宿州市澳洋

粗杂粮储备物流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宿州市澳洋粗杂粮储备物流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3 年 4 月 23 日前，向宿州市澳洋粗杂粮

储备物流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安徽三联律师事务所（地址：安徽省宿

州市汴河西路华夏世贸大厦北楼 8 层；邮编：234000；联系人：周宗

书，电话：1308302587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

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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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市澳洋粗杂粮储备

物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宿州市澳洋粗杂粮

储备物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3 年

4 月 23 日上午 9 时在埇桥区人民法院 45 号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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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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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或者律师执业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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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指派函。 [安徽]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

我们是安徽省亳州市岳爱清、陈娟。由于我们法律意识淡薄，

销售濒危野生动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有关规定，对

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对此我们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行

为，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现通过媒体向广大公众公开赔礼道歉，

表达诚挚歉意，保证日后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做个守法公民，严格

遵守纪律，不做任何违法违纪的事情。 道歉人：岳爱清、陈娟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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