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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紧紧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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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有力司法
服务。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亮点纷呈，尤其
是人民法庭的工作让我印象深刻。人民法庭扎
根基层，处在服务人民群众第一线。人民法庭
继承和发扬“马锡五审判方式”，依托马背法
庭、车载法庭等方式开展巡回审判，打通司法
为民的“最后一公里”，让百姓感受到公平正义
和司法温度。希望人民法院继续探索，为乡村
振兴助力。 （本报记者 莫小雪 整理）

全国人大代表 王志强全国人大代表 王志强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热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满足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期盼”
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我看到人

民法院大力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10050个
人民法庭扎根基层，让司法为民质效持续提
升。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随着智能化水平越来
越高，老百姓动动手指，就能享受到高效便捷
的司法服务。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在线对接7.6
万个基层治理单位，嵌入乡村、社区、网格，及
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法官还深入田间
地头开展巡回审判，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和基层
社会治理。希望人民法院不断为人民法庭输
送人才，让更多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本报记者 莫小雪 严怡娜 整理）

全国人大代表 韩秋香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政治站位高、工作落
点实，特色鲜明、亮点突出，对过去五年各项工作
进行了全面客观总结，并对今后工作作出了科学
谋划。我在现场听到参会代表们多次自发的掌
声。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了解到人民法院过去
五年所取得的成就。河北各级法院狠抓执法办
案，忠实履职尽责，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石家庄
法院设立金融法庭，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正
定县人民法院完善一站式建设，让公平正义一触
即达。希望人民法院继续立足审判职能，深度融
入区域发展大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贡献司法力量。（本报记者 董星雨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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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惠翱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广州联华实业有限公司、广州
宗翰贸易有限公司、上海詹奕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湖南

益阳高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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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和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鱼形山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南]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

根据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冀 05破申 5号裁定

书，受理巨鹿县平安木业有限公司破产。请巨鹿县平安木业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及时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联系电话：13303095137。

巨鹿县平安木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 3月 1日

本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无

锡市新吴区）税务局的申请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裁定受理江苏润
美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苏中证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江苏润美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在 2023 年 4 月 30 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苏省无锡

市梁溪区人民中路 139 号恒隆广场办公室 1 座 4708 室；邮政编

码：214000；联系人：许天；联系电话：13506194728）申报债权，书

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担保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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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此前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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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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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3 年 5 月 8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召开。江苏润美通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江苏润美通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江苏润美通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

机构的成员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清算义务人应配合江苏

润美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进行清算，否则应依法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江苏]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无锡市新吴区）税务局的申请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裁定受理无
锡市诚德鑫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苏

中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无锡市诚德鑫源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3年 4月 30日前向管理人（通讯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中路 139号恒隆广场办公室 1座

4708 室 ；邮 政 编 码 ：214000；联 系 人 ：许 天 ；联 系 电 话 ：

13506194728）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担保财产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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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此前已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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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法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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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定于 2023 年 5 月 8 日上午 10 时 15 分在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

第三法庭召开。无锡市诚德鑫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无锡市诚德鑫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无锡市诚德鑫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

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清算义务人应配合无锡市诚德鑫源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进行清算，否则应依法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江苏]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无

锡市新吴区）税务局的申请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裁定受理无锡市
明耀达金属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苏中证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无锡市明耀达金属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在 2023 年 4 月 30 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梁

溪区人民中路 139 号恒隆广场办公室 1 座 4708 室；邮政编码：

214000；联系人：许天；联系电话：13506194728）申报债权，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担保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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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此前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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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法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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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3 年 5 月 8 日上午 10 时在无

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召开。无锡市明耀达金属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无锡市明耀达金属有限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无锡市明耀达金属有限公司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以

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清算义务人应配合无锡市明耀达金属

有限公司管理人进行清算，否则应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江苏]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无

锡市新吴区）税务局的申请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裁定受理无锡世
峰钢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苏中证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为管理人。无锡世峰钢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3

年 4月 30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中

路 139 号恒隆广场办公室 1 座 4708 室；邮政编码：214000；联系

人：许天；联系电话：13506194728）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担保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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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此前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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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法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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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3 年 5 月 8 日上午 9 时 45 分在无锡市新

吴区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召开。无锡世峰钢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无锡世峰钢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无锡世峰钢铁有限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理

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清

算义务人应配合无锡世峰钢铁有限公司管理人进行清算，否则

应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江苏]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无锡市

新吴区）税务局的申请于 2023年 1月 30日裁定受理无锡连耀金属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苏中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管理人。无锡连耀金属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3年 4月 30日前

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中路 139号恒隆广

场办公室 1座 4708室；邮政编码：214000；联系人：许天；联系电话：

13506194728）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担保财产及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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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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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法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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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3年5月8日上午9时

30分在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召开。无锡连耀金属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无锡连耀金属有限公司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无锡连耀金属有限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

清算义务人应配合无锡连耀金属有限公司管理人进行清算，否则应依

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江苏]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无锡市

新吴区）税务局的申请于2023年1月30日裁定受理无锡迅鹏不锈钢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苏中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

理人。无锡迅鹏不锈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4月30日前向

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中路139号恒隆广场办

公室 1 座 4708 室；邮政编码：214000；联系人：许天；联系电话：

13506194728）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担保财产及是否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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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此前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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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

法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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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3年5月8日上午9时15分在无锡

市新吴区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召开。无锡迅鹏不锈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无锡迅鹏不锈钢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无锡迅鹏不锈钢有限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理事

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清算义务

人应配合无锡迅鹏不锈钢有限公司管理人进行清算，否则应依法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江苏]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沈阳中冶沈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冶沈勘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3年2月10日裁定受理克什克腾旗立和热电
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 2023年 2月 17日指定内蒙古大川律师事

务所担任克什克腾旗立和热电有限公司管理人。克什克腾旗立和热

电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23年 3月 31日前，向克什克腾旗立和

热电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赤峰市红山区金石矿业广场 1号

楼A座六楼614室、七楼705室，内蒙古大川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024000；联 系 人 ：郭 仕 怀 ，电 话 15004760487，张 琦 ，电 话

19528022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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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

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

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克什克腾旗立和热电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克什克腾旗立和热电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3年4月12日上午9时在本

院第八审判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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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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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承德县长红钛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于 2023年 2月 27

日裁定受理承德县长红钛业有限责任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河北

承天律师事务所为承德县长红钛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承德县长红

钛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5月5日前向承德县长红钛业

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迎宾路嘉和广场

A座406室；邮政编码：067000；联系电话：王律师15097897388，孙律师

182324345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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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在重

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

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破产期间，有关承德县长红

钛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民事诉讼，依法只能向本院提起。承德县长红钛业

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承德县长红钛业有限责

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5月19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应参加债权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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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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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承德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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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政治站位高、大局
意识强，客观翔实，我完全赞同这份报告。报
告中提到要依法服务创新驱动发展，依法保护
知识产权的内容，让我印象深刻。近年来，广
西法院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下足功夫，相继出
台知识产权保护系列文件，依法审理各类知识
产权案件，保护了许多本土品牌。希望人民法
院能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加强
对侵权行为的惩戒力度，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
保护，为创新者提供更高质量的司法服务。

（本报记者 孙 航 魏素娟 整理）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很关心法院文化建
设工作。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我了解
到人民法院大力弘扬以“忠诚为民、崇法尚德、公
正廉洁、刚正不阿、改革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时
代人民法院文化。五年来，全国法院干警弘扬
英模精神，筑牢政治忠诚，厚植为民情怀，涌现
出一大批先进典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
种案件层出不穷，对法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
高。人民法院要加强崇德尚廉的文化建设，让
廉洁成为法院队伍的底色。

（本报记者 莫小雪 严怡娜 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到要依法
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名来自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的基层代表，我
感触很深。一方面，司法为绿水青山提供了保
护和保障。2022年6月，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审结了违法使用“COD去除剂”干扰监
测设施污染环境案，法院用公正司法向环境
污染“亮剑”。另一方面，司法对如何将绿水
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给了更多助力。我相
信，在法治的呵护下，乡村振兴的道路会走得
更加扎实。（本报记者 莫小雪 整理）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最高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中提到加强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大
力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人民法庭处在司法
为民的最前沿，是司法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阵
地。如今，人民法庭充分发挥处在服务人民群
众第一线的优势，积极促进基层治理和平安乡
村建设，打通了司法为民的“最后一公里”，让人
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希望人
民法院继续大力加强人民法庭建设，发挥人民法
庭参与基层治理的作用，以高质量服务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莫小雪 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主题鲜明、重点突
出，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客观全面，充分展现
了过去五年法院工作取得的新进展。让我印象
深刻的是，人民法院在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
业家权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作为一名来自民
营企业的全国人大代表，我感到非常暖心。人
民法院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也为民营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增强了信心。希
望人民法院能够继续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司法保
护力度，持续为民营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白龙飞 本报通讯员 贺珍娜 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主题鲜明、内
容翔实，亮点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
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人民法院充分发挥
审判职能作用，不断推动服务大局、司法
为民、公正司法取得新成效。希望人民法
院着力服务“三农”工作，进一步发挥基
层人民法庭靠近乡村、贴近农民的优势，
及时化解乡村矛盾纠纷，支持特色产业发
展，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本报记者 白龙飞 郭彩侠 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加强
环境资源审判，促进绿色发展。近年来，广
西各级法院深入践行“两山”理念，用最严
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出台推动绿色发展
措施，推动府院联动、部门联动、跨域协
作，建立漓江流域、北部湾海域生态环境司
法保护联动机制，并与广东、云南、贵州法
院建立跨省司法协作机制，依法审理各类环
境资源案件。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审判职
能，助推生态环境建设实现更大进展。
（本报记者 罗书臻 费文彬 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通篇贯穿政治性和
人民性，总结成就秉持求是精神，破解问题突
出改革创新，顺应期盼彰显民生情怀，部署任
务体现系统思维，是主题鲜明、务实高效、开
拓创新的好报告。近年来，人民法院牢牢站稳
人民立场，紧盯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
加强教育医疗、育儿养老、住房就业等司法保
障，加强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保
护，加强个人信息司法保护，以司法之力全方
位守护百姓平安，让人民切实拥有更多安全
感、幸福感、获得感。

（本报记者 白龙飞 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求真务实、业绩
显著、亮点纷呈。一是人民法院坚持践行司
法为民理念，加强对未成年人、农民工、新
业态从业者等特殊群体合法权益保护，以高
质量司法服务高质量发展。二是人民法院紧
紧围绕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能开展工作，在
刑事审判、民事审判、行政审判等方面取得
不错成绩。三是人民法院积极创新司法理
念，加强智慧法院建设，规范司法权力高效
运行。希望人民法院持续优化司法资源配
置，满足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新要求和新
期盼。 （本报记者 乔文心 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到，人民
法院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加强环境资
源审判，促进绿色发展。依法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既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
确保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
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这为生态环境保护
指明了方向，也为人民法院保障生态文明
建设指明了方向。近年来，人民法院加大
环境资源生态领域案件审判力度，环境
资源审判能力与水平得到极大提升。

（本报记者 罗书臻 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
富、求真务实，大会现场多次响起热烈掌声。人
民法院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成绩亮眼，中国特色
环境资源审判组织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环境立
法、执法、司法、守法、社会参与监督统筹兼顾，为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法治基础。有
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须赔偿、违法要追究
的原则已得到生态文明法治实践的印证。生态
环境执法、司法已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力量，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与生态文明建设同频
共振，成为守护绿水青山和增进民生福祉的重
要法治防线。 （本报记者 罗书臻 整理）

我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了解到，
人民法院高度重视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成立专
门的环境资源审判庭，严厉惩处涉生态环境违
法犯罪和侵权行为，取得显著成绩。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到 2035年，我国基本建成法治国
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我认为，依法治污是
深入推进污染防治的途径之一，法治在环境保
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是让开展生态环
境保护修复的人受益，让破坏生态环境的人受
罚，其作用将日益凸显。希望人民法院完善环
境资源审判工作，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建设。 （本报记者 罗书臻 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政治站位高、工作
落点实，我很赞同报告内容。其中，一站式建设
让我印象深刻。人民法院不断深化一站式多元
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真正实现了便
民利民惠民。我了解到人民法院的一站式建设
在助推乡村振兴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令人欣
喜，也让人振奋。各级法院不断加大普法力度，
提升群众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让人民群众切
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希望人民法院进一
步加强司法保护力度，以法治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建设。 （本报记者 莫小雪 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面回顾了五年来
人民法院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
各项工作，我听完之后倍受鼓舞。人民法院贯
彻新发展理念，坚决维护市场秩序，为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我在履
职中了解到河南法院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
为重要工作，努力提升审判执行质效，不断推出
便民利民举措，竭尽所能为企业减负纾困。希
望人民法院继续以高站位服务大局，在打造法
治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取得更加不凡成绩。

（本报记者 孙 航 赵栋梁 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给我感触最深
的是，人民法院在推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建设方面有着许多实实在在的举措，如创建

“枫桥式人民法庭”、开通人民法院调解平台
等，这些举措为群众提供了便捷高效服务。
例如广东省惠州市两级法院不断拓宽“线
上+线下”调解渠道，2022年联动44个专业
调解组织、889名调解员成功调解纠纷3.2万
件。希望人民法院持续加强民生司法保障，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司法服务。

（本报记者 白龙飞 本报通讯员 贺珍娜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