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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自2012年7月以来先后
组织策划炒作40余起敏感案事件，严重扰乱

社会秩序，涉嫌重大犯罪，于7月11日被查；杭州宋城集团
不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8月 11日自导自演了一
场“实名举报法院领导”的闹剧；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
院在《东莞日报》刊登公告，称将对寮步镇一宗土地使用权
及地上建筑物进行拍卖，12月14日、15日，寮步镇政府接连
在同一报纸上发布声明，称法院“罔顾事实，罔顾该镇异议，
一意孤行强行拍卖土地”。

法治的理性 评论的力量
——2015年本报法治评论盘点（下）

叫板法院：明文暗帖 粉墨登场

虚假诉讼：火眼看穿 重拳打击

刀伤法官：职业保障 亟待加强 国家特赦：尊崇宪法 人道司法

刑九施行：七大亮点 守护社会

武汉大学教授孟勤国因为不满自己代理案件
的判决，在《法学评论》上撰文骂案件承办法

官;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人大代表马某不但不配合
法官执行，还撕毁法院执行文书、辱骂并拘禁法官……回顾
过去的一年，一个又一个叫板法院判决的事件，让我们震惊
和不安，这些案例中的涉事主体不仅仅只有普通群众，更有

教授、人大代表、企业、政府部门和我们时常称为法律人的律
师！他们中很多人不是不知道司法的终局性和既判力，也不是
不懂得不服法律判决可以采取的其他正当救济路径，但还是
以蔑视和对抗的态度、手段叫板法院，这让我们不禁感慨：维
护司法权威，建设法治社会，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王焕平）

猎捕燕隼：掏鸟打趣 司法受伤

法官是法律制度的代言人，湖北十堰的四名法
官遭此横祸，血染法袍，然观网络，落井下石恶语

相向者众！此时此情，奢谈功名，羞言仓廪，苦谈生平！网络暴力
也是暴力！网络暴力其凶残程度甚至不亚于刀枪剑戟！

有学者惊呼：“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捍卫者，法官如果自身
安全都难以保障，又何谈维护司法的权威，又何谈保障公民的合

法权利？”而伤害法官的长久危害还在于法治，有专家指出：“这有
可能造成大量优秀法律人才的流失，以至于威胁到司法队伍的建
设。”因此，给予法官足够的安全保障刻不容缓。而要确保法官的人
身安全，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提高法官队伍的素质，确保
案件公平公正判决，提高法治的公信力。另一方面，还要做好法
官的保护工作，给予法官足够的安全保障。 （屠少萌）

此次刑法的重大修改，是民意的反映，是法律
应对当前形势的适当调整，也是法律追求公

平正义的进一步完善与努力。法乃利器，需要时常磨砺，此
次刑法修改，正是对法之利器的磨砺，能有效打击与震慑违
法犯罪行为；刑法的重大修改，也是在弥补法律漏洞。法律
的公平公正，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法律的制定不能

死搬教条，要可以依据形势而变动，而不能固步自封，对自身
存在的疏漏，要能及时发现并更正。没有最好的法律，只有可
以变得更好的法律，我们只有尽最大可能去吸纳民意，把握时
代脉搏，权衡多方利弊，制定出公平公正的法律，才能给社会
铺设出值得遵守的法律底线，给每个人划定出值得遵行的法
律边界。 （屠少萌）

一直以来，虚假诉讼因使正常诉讼秩序受到严
重扰乱，使第三人合法权益受到严重损害，严重

冲击了社会诚信体系，为大家所深恶痛绝。
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实施，修正案中就打击虚假诉

讼现象作出了新规定，即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
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10月30日，“两高”公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
名的补充规定（六）》中，将修正案关于打击虚假诉讼的规定正式命名为
虚假诉讼罪。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对虚假诉讼进行认定并给予重
罚的判决，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与肯定，此举对于打击虚假诉讼，维
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保障司法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焕平）

特赦是国家依法对特定罪犯免除或者减轻刑
罚的制度，是一项国际通行的人道主义刑罚执

行制度。此次特赦是我国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以来的第一次，国
内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对部分服刑罪
犯实行特赦，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

此次特赦无疑是一次难得的宪法普及和宪法教育。从
实际效果看，可以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发挥特赦的感

召效应，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新中国历史上曾经7次特赦，每
一次特赦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彰显了党和政府的宽大、
仁政。尽管本次特赦只针对四类罪犯，但特赦实践彰显出的
刑罚人道主义和国家的德政，无疑将产生辐射全社会的感化
效应，有利于形成举国上下尊崇宪法、践行宪法的社会氛围，
也将有利于从源头上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
的和谐稳定。期待特赦制度开启尊崇宪法、宽严相济、慎刑恤
囚的中国法治文明新篇章。 （杨建文）

一个普普通通的刑事案件，却因为一些媒体的
不自重、不严谨闹得沸沸扬扬。

在该事件中，三个熟悉的身影不得不提——当事人、律师
和媒体。回顾近些年的类似事件，大都是他们通力协作的结
果：为规避风险，当事人向媒体提供片面信息；媒体偏听偏信，
制造噱头；律师避重就轻，推波助澜。他们各自为着自己的私

欲，不顾社会责任、行为底线，肆意伤害法制。
我们支持当事人维权、保障律师的正常工作要求、维护媒体

的监督权利，但反对蔑视规则、脱离正常程序轨道的肆意妄为。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大家都能客观理智、依规依法行事，
全面依法治国才能早日实现。

（王焕平）

本版 7月 17日、25日刊发《对“歪门邪道”
的法律人，法律不姑息》、《律师的守法用法

与违法弄法》；12月18日、19日刊发《镇政府登报指责法
院底气何来》、《镇政府“叫板”法院是法治之殇》，对叫
板法院的做法予以抨击。

9月 9日上午 10时许，在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
民法院审判大楼内，该院民三庭法官刘坦、郑

飞依法在给已经审结的一起劳动纠纷案件的上诉人胡庆刚送
达法律文书并答疑时，被胡庆刚突然持刀刺伤，法官刘占
省、胡韧先后上前制止，也被刺伤，其中郑飞伤势严重。后
胡庆刚被法院法警制服抓获。

事件发生后，面对网络上一些令人不寒而栗的
杂音，9月11日，本报二版专门选取了《拿什

么保护你温暖你，我的法官！》、《捅向法治的刀折射巨大阴
影》、《对暴行的纵容就是助纣为虐》、《安全尚无保障 尊荣
岂非笑谈》等五篇评论文章，谴责暴行，哀痛伤者，声援法
治。

8月 29日，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表决稿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6 次会议上通过，

并于 11 月 1 日起施行。此次修正案主要有七大亮点：
一是减少九个死刑罪名；二是严惩恐怖主义犯罪；三
是加强妇女儿童人身权利保护；四是加强公民个人信
息保护、维护网络信息安全；五是加大惩处腐败力度，
规定重特大贪贿者可终身监禁；六是惩治失信背信行为；
七是切实加强社会治理。

本报 9月 1日、2日、6日分别刊发了《刑法
修正是法之利器的磨砺》、《严把死刑标准彰

显法治文明》、《刑法修正案 （九） 强化未成年人权益保
障》等评论文章，论述刑法修正案(九)在适应社会形势、
把握死刑标准、强化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的亮点之处。

11月 18日、21日，12月 15日，本版刊发《虚
假诉讼是侵入法治肌体的“毒瘤”》、《打击虚

假诉讼还有刑律伺候》、《提高对假案的甄别能力》、《惩治虚
假诉讼亟需完善法律》、《怎样筛掉非诚信诉讼》等多篇评论
文章，从多个角度对打击遏制虚假诉讼问题展开评论。

10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开庭审
理一起借款纠纷上诉案，认定上诉人上海欧宝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被上诉人辽宁特莱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构
成虚假诉讼，当庭判决驳回上诉人欧宝公司的上诉，对两公司
各罚款人民币50万元。同时还宣布，对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宗
某、姜某和实际控制人王某，将视情节和态度另行处理。该案是
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的第一起虚假民事诉讼案。此案宣判后在社
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本报连续刊发 《特赦：开启法治文明新篇
章》、《“特赦”凸显“依宪治国”理念》、

《特赦四类罪犯体现法治自信》等文章，深刻认识这次特
赦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做好特赦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历
史使命感。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70周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

主席特赦令，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
的决定，对四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根据主席特赦令，对
依据2015年1月1日前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释放后
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行特赦。

本版以《猎捕燕隼的犯罪岂能用“掏鸟窝”来
打趣》 为题，推出 《“掏鸟窝”中伤司法非

“鸟事”》、《违法性认识程度的差异从何而来》、《“掏鸟窝
被判十年半”是“标题党”在误导》三篇评论，并摘登了新
乡中院的二审裁定。

2014年7月，河南郑州职业技术学院大一学生闫
啸天伙同王亚军先后非法猎捕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燕隼和隼形目隼科动物共16只，并将其中10只贩卖。同月，闫
啸天从河南省平顶山市张某手中以550元的价格购买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凤头鹰1只。今年5月28日，辉县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处
闫啸天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罚金1万元。闫啸天不服一审判
决提起上诉，今年8月21日，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些网络媒体以“河南大学生家门口掏鸟窝
获刑十年半”为题对闫啸天一案进行报道，引发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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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12月31日（总第6540期）

申请人陕西龙达金属加工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被
骗，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银行承兑汇票共计五张，出票人均为陕西龙达金属加工有限
公司，付款行均为宝鸡市金台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工农分社
（现陈仓分社）。其中票据号 40200052/20940175(票面金额为
人民币 50 万元)、40200052/20940451(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50 万
元)、票据号 40200052/20940452(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500 万元)
三张，收款人均为陕西锦洋实业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均为
2016 年 1 月 15 日。票据号 40200052/20940453(票面金额为人
民币 400 万元)一张，收款人为宝鸡市永联稀有金属有限责任
公 司 ，汇 票 到 期 日 为 2016 年 1 月 15 日 。票 据 号 40200052/
20940173(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400 万元)一张，收款人为陕西锦
洋实业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 2016 年 1 月 8 日。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天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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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宝鸡市金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津市艾拜克自行车有限公司因中国民生银行天津

河北支行 3050005327026745号承兑汇票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票据记载：出票人天津市
艾拜克自行车有限公司、出票金额贰万元整。自公告之日起 12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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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云南润博士石化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重庆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綦江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遗失（出票金额：
5000元；出票人：綦江长风齿轮（集团）有限公司；出票行：重庆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綦江支行；收款人：长城电器集团有限
公司重庆销售分公司；出票日期：2015年 7月 6日；汇票到期日：
2016年 1月 6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
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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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

（2015）栖商破字第 1号 2015年 2月 12日，本院根据南京雅
阁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南京键华新型建材制品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南京键华新型建材制品有限公司系 2002
年 7月 22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现已确认无异议
债权金额为53571133.30元，经江苏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对南京键华新型建材制品有限公司截至2015年2月12日的资产
进行审计，该公司期末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9579759.58元。本院
认为，南京键华新型建材制品有限公司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现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照法
律规定，本院于2015年11月26日裁定宣告南京键华新型建材制
品有限公司破产。 [江苏]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

二O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本院于2015年6月16日裁定受理南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南

通久发酒业有限公司、南通市久发绿色休闲农庄有限公司、南通久
发农业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南通市久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南通久
发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南通佳宝王酒业有限公司、南通市久发
添宝宾馆与南通市久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发公
司”）合并破产清算的申请。查明，截至2015年6月16日，久发公司
及其关联企业的资产总额为 202473196.92 元，负债总额为
348365448.36元，所有者权益为-145892251.44元。本院认为，久发
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已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
符合合并破产宣告的法定条件。根据法律规定，本院于2015年12
月16日裁定宣告南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等上述八家关联企业与
久发公司合并破产。 [江苏]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袁甜甜等50人的申请于2015年6月1日裁
定受理君爱（连云港）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爱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同年9月1日指定江苏苍梧律师事务所为君爱
公司破产管理人。君爱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
君爱公司破产管理人（通讯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郁州南
路 88 号 ；邮 政 编 码 ：222006；联 系 人 ：邵 立 波 ，联 系 电 话 ：
13905132651；0518-85851957）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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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爱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君

爱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6年2月25日上午9时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
十号法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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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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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年12月18日，本院根据凉山州有色金属工业公司提出的申

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八条之规定，以（2008）川
凉中民破字第8-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凉山州有色金属工业公司
提交债权人会议通过的和解方案并终止凉山州有色金属工业公司与
债权人的和解程序。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15年 10月 18日，本院根据浙江华彩薄板有限公司、浙江
华赢板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华钢板业有限公司的管理人申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第八十
七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批准浙江华彩薄板有限公司、浙江华赢
板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华钢板业有限公司的重整计划并终止
三公司的重整程序。 [浙江]桐乡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5年6月26日裁定受理重庆赫乾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的规定，于 2015 年 11 月 28 日作出（2015）渝五中法民破字第
00099-1号民事裁定书，宣告重庆赫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破
产。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重庆市兴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5年3
月30日裁定受理重庆市长桥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15年4月13日指定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
庆分所为重庆市长桥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2015年10月20
日，本院根据的重庆市长桥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裁定重庆市
长桥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重整。 [重庆]荣昌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汉达尔通信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5
年 9月 22日裁定该单位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5年 10月 9日指
定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为汉达尔通信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破
产管理人。汉达尔通信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北
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0号长安大厦三层；邮政编码：100006；联
系人及联系电话：于斐 13488802454、65288888）申报债权。如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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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达尔通信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汉达尔通信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任凤军、于梅芬：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林化滨与任凤军、于
梅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2008）里民三初字第2387号民事判决
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因你不履行判决确立义务，本院对查封土
地和无照楼房进行评估。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司法鉴定意见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哈尔滨市华滨房地产咨询估
价有限责任公司哈中法委鉴登字（2015）第 465号案件涉案房产
司法鉴定意见书、黑龙江旭晟测绘有限公司对哈尔滨市香坊区
幸福乡幸哈用土地上（98）352号土地上无照楼房进行测量司法
鉴定意见书、黑旭晟（2015）鉴字第 3号司法鉴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责令你自公告届满后3日内提出异议，逾期则视为无异议，
本院依法进行拍卖。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杜秀芝：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谢洪波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院依法对申传金名下坐落在呼兰区利民镇治水村
吕刚屯集体住宅用地使用权面积350平方米进行评估。被估价格
为 33,950.0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黑龙江省瑞宸土地房地产
估价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意见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异议，在该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
书面向本院提出，逾期视为放弃相应权利，本院依法对查封的房
产及土地进行拍卖。 [黑龙江]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

夏冰：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刘芳林与被执行人夏冰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执行一案中，哈尔滨汇海资产评估事务所

（普通合伙）于2015年12月4日对你所有的黑AJM423微型越野
车进行评估，确认该车辆总价为33,000.0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哈汇海司法鉴定（2015）资估鉴字第 1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
在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对你所有的车辆
予以拍卖。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上海尚丰可卡咖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5）京知行初字
第4336号原告广州邦美蜀咖啡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公司
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第三人参加诉
讼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原告证据材料、起诉状副本、被告答
辩状、被告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陈
述意见及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4月12日下午15时在
本院第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你公司如未出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上海尚丰可卡咖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5）京知行初字
第4335号原告广州猫屎咖啡连锁有限公司诉被告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公
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第三人参加
诉讼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原告证据材料、起诉状副本、被告
答辩状、被告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陈述意见及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4月12日下午14时
30 分在本院第 22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你公司如未出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镇雄县母享永兴采石场暨法定代表人姚世华、镇雄永兴建材有限
公司暨法定代表人姚世华：本院受理原告广元市路友建材有限公司与
被告镇雄县母享永兴采石场、镇雄永兴建材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有效纠
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本院（2015）巴州民保字第215号、237号
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5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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