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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版 ］

部分中央新闻媒体负责人座谈会发言摘登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各方面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人民日报是见证者。人民日报推出
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重大报道，频次、
类型、反响都远超十八大前。2017
年，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人民日报浓
墨重彩在一版和重要版面大篇幅报道人
民法院砥砺奋进的五年，给社会公众留
下深刻印象。

从一篇篇消息、通讯、评论和一个
个融媒体产品里，我们看到五年来人民
法院各项事业取得的进步。

一是司法公开，力度空前，成为

中国司法的一张亮丽名片。从 2013 年
裁判文书上网，到现在建成司法公开
四大平台，舆论高度好评，总的来说一
句话——以公开促公正。

二是司法为民，做细做实，让老百
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这几年，全
国法院建立诉讼服务中心，推行立案登
记制改革，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里。我
们的记者探访了很多法院，用接地气的
报道讲述老百姓获得感。

三是司法公正，实事求是，以对历
史负责任的态度纠正错案。五年来，呼
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重大冤假错案

被纠正。每一起错案纠正后，通过记者
的深度报道和评论引导，向全社会释放
了人民法院有错必纠、公正司法的决
心，提振了全社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信
心。

四是司法改革，刀刃向内，做成了
想了多年说了多年的事情。这一轮司法
改革，中央顶层设计、直接推动，涉及
面广，硬骨头多，关乎法院干警切身利
益，舆论非常关注。

五是智慧法院，敢为人先，司法活
动和法院管理智能化水平大大提升。人
民法院在信息化建设上，走在了前列。

人民司法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
为我们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提供了丰富素
材。下一步，人民日报将一如既往关
注、支持法院工作，为法院工作营造良
好氛围。

2017 年，我们立足经济特色，
在报纸、中国经济网、两微一端等平
台上刊发了大量关于最高法院和各地
法院的新闻报道，做到日常报道不缺
位、重点报道有特色、规定动作有亮
点。

我们了解到，人民法院正为打赢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
防治三大攻坚战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
和保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
良好法治环境。有基于此，对经济日
报来说首先认真做好今年两会的法院
新闻报道，传播公平正义的正能量、

主旋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结合本报两会
总体策划，重点做好对最高法院工作
报告的解读，报道法院系统的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以及两会代表委员对
法院工作的建议等。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2018
年度的法院新闻报道，结合本报特
点，我们将在四个关键词上做文章：

第一个关键词——司法改革开
放。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研究
中国法治走过的历程，讲述伴随改革
开放的司法故事，既是抚今追昔，也

是谈古论今。目前，我国是海事审判机
构最多、海事案件数量最多的国家。在
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司法合作也有很多
新特点，这方面可以多报道。

第二个关键词——破产审判。依法
处置“僵尸企业”，仍需法院破产审判
持续发力，充分发挥司法审判的作用。
期待更多案件，以案释法。

第三个关键词——产权保护。具有
指导意义的典型案例，希望能够适时提
供线索。

第四个关键词——司法建议。加大
对法院司法建议和调研报告的报道力
度。

此外，在日常新闻报道方面，在原
有新闻发布制度上，建议最高法院新闻
局能够设立新闻预告制度，方便记者向
报社报选题，提前搞策划。

《中国日报》 作为国家英文媒体、
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有力平台和窗
口，我们对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高度
重视，法院的相关工作一直也是我报报
道的重点。

这些报道中有包括“最高人民法院
决定再审三起涉产权案件”在内的有关
中央决策部署的稿件，也有包括“婚姻
法司法解释修改”在内的司法释明、分
析类稿件，还有大量包括“法官眼中的
司法改革”在内的深度报道稿件。

鉴于中国日报作为外宣媒体的读者
特点以及传播定位，我报也积极与最高

人民法院各个审判庭沟通，就“徐玉玉
被电信诈骗案”“一带一路”涉外审
判、知识产权商标权保护等既被外界广
泛关注，又彰显国家法治建设和司法体
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案件和内容，进行了
多次专访，稿件在报纸显著版面和新媒
体各平台刊发，受到外媒关注和转引。

在过去良好合作沟通的基础上，针
对今后工作，我们有如下建议：

首先，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在重
大要案、重要司法解释、指导性意见刊
发前，召开媒体吹风会或相关文件、案
件解读会，提供必要的材料和故事，以

便记者在报道当日可以更快、更准确地
刊发，在外宣报道采写过程中，加入相
关案例也更加便于对外籍读者理解，从
而大幅提升对外传播效果。

其次，就中国特色司法系统、法律
程序等内容与我报增强沟通，争取合作
制作一批对外普及中国依法治国相关政
策的英文或双语产品，在报纸和各新媒
体平台推出。

第三，中国日报近日创办了“新时
代大讲堂”，邀请各界专家、学者进行
演讲，并与观众互动，与世界分享中国经
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推动中国和世
界的共同发展。第一期已于1月22日举
行，建议在适当时机，请最高法院推荐司
法领域的专家作为演讲嘉宾，亲身向世
界讲述中国依法治国之路，进一步提升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世界影响力。

为适应新时代新变化，《法制日
报》积极探索法治报道创新之路，一
方面，更加重视重头报道，在十九大
召开前夕用近 4 个版隆重推出 2.5 万
字的通讯《开辟法治中国新天地 党
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纪
实》，在今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前
夕，用近 12 个版图文并茂刊发了
2017 年以来政法综治工作新进展新
成效，其中，有 2 个整版为法院工
作。另一方面，更加重视基层政法工
作的报道，在一版开设多个专栏，报
社全体采编人员深入一线，全面报道

了基层政法机关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的生动实践。今后，我们将加大与法
院的对接，努力把新时代法院工作与
新时代法治报道工作深度融合，报道
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法院新闻。

为做好新时代法院新闻报道工
作，我们提出以下三点建议：一是加
强案例报道和以案释法工作。鲜活的
案例，是人民群众感受公平正义最直
接的方式。2017 年，于欢故意伤害
案、“红罐王老吉凉茶”权益纠纷案
等一系列案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法院判决充满智慧，一个判决就是一

堂生动的法治宣传课。我们认为，越是
社会关注的案件，承办法官更应该及时
主动站出来以案释法，回应社会关切。
二是加大智慧法院工作的报道。2017
年，智慧法院加快推进，全国法院信息
化与审判执行工作深度融合，司法人工
智能开发应用提速，互联网法院、中国
裁判文书网、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
统等改变了司法办案模式，促进司法提
质增效。我们相信，2018 年是智慧法
院开花结果的一年，我们将进行重点报
道。三是加强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
报道。2018 年是人民法院实施“四五
改革纲要”的收官之年、部署推进下一
步司法改革的关键之年，司法体制综合
配套改革是继续深化改革的重要抓手，
我们非常关注，期待有更深入的沟通，
及时报道改革进展和成效。

新华社历来高度重视对我国法院工
作的新闻报道工作，一年来，新华社国
内部央采中心等部门和最高人民法院相
关部门充分协作，对全国两会周强院长工
作报告、全国法院破解执行难攻坚、深入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智慧法院建设、完善
产权司法保护以及历次重大案件庭审等，
开展了定位权威、主题丰富、内容详实、
亮点纷呈的全媒体形式报道。

为继续做好人民法院新闻报道工
作，新华社总编室梳理了国内部、对外
部、新华网、新媒体中心等部门意见，对
法院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以下建议和需求：

1.建议进一步加强联系，建立专门
的沟通渠道。

2.希望能提供一批反映人民法院各
方面工作的视频素材。

3.为配合报道工作，希望能够梳
理、分析五年来人民法院审理职务犯罪
案件情况并提供相关素材。

4.建议与法院联合就社会关注度高
的法治话题、法律实施等开展调研。例
如今年是反家暴法实施两年，希望可以
就人民法院审理相关案件、发布“人身
保护令”的相关情况开展调研，分析在
相关案件审理、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对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提出建议。
5.建议加强新华社相关部门与法院

的新媒体报道合作，共同推出更多适应
年轻人阅读兴趣和特点的新媒体作品。

今年两会期间，希望最高法院能够在
以下几个方面对新华社报道提供支持：

1.及时领取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或报
告主要内容的摘编的中外文版本，以便
在报告后第一时间推出报道，实现最优
的传播效果。

2.希望能够尽早了解、掌握最高法院
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主要内容和亮点。

3.希望能在两会期间安排一批法院
系统代表委员就“两高”报告相关内容
接受采访。

4.希望能够邀请最高法院副院长等
领导，做客新华网，从宏观层面上，畅
谈司法体制改革、回应社会热点问题。

《求是》作为党中央机关刊，是党
在思想理论宣传方面的重要阵地，要
突出思想理论特色，要体现权威性、政
治性、理论性、现实针对性和工作指导
性。

我们聚焦深入宣传阐释人民法院
的重要工作理念、重点工作、重大改革
措施及成效经验，重要法律的贯彻实
施等重大问题，约请周强院长撰写了
5篇重要文章；我们还刊发了沈德咏、
江必新、李少平、陶凯元、胡云腾等同
志的文章。

这些文章，体现权威性、政治性、
理论性、现时针对性和工作指导性，具
有较强的理论深度、实践力度、情感温

度。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
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
受到公平正义”。本刊就法院工作如何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
重要论述，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
的职责，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不断
提升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采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访谈
中，周强院长深刻阐述了人民法院把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
重要思想，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自
觉践行司法为民根本宗旨，切实维护
人民权益。坚定不移加强公正司法，提

升司法公信力。
又如，关于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这一重大方向性、原则性问题，我们刊发
了周强院长的文章《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关于司法体制改革，我们刊发了沈
德咏常务副院长《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
的诉讼制度改革》，李少平副院长《为什么
要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陶凯元副院
长《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
用》，胡云腾专委《为什么要设立巡回法庭》
等文章。关于重要法律的解读和如何贯彻
实施，就民事诉讼法修改、刑事诉讼法修
改、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我们
采访有关院领导，及时刊发了访谈文章。

这些文章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被
网站、手机报、两微一端新媒体，《新华文
摘》《学习活页文选》转载。

增强理论深度、实践力度、情感温度
求是杂志社政治编辑部副主任 杨绍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直在用声音记
录中国法治的进程，多年以来，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
部署、重要举措、“两高”的司法解
释、大要案及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的审
判、典型案例的发布，都是央广节目重
点宣传报道的内容。

据不完全统计，2017 年仅央广中
国之声就播发涉及最高法院的稿件有
300多篇，其中连线报道，录音报道近
200篇，有30多篇是全天重点关注的重
头报道，70%的司法解释，在 《新闻

纵横》 节目中做了深度解读。对破解
执行难攻坚战、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
革、智慧法院建设、完善产权司法保
护等开展了全媒体形式报道。特别是
周强院长在两会上作出“用两到三年
的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庄严承诺
之后，最高法院的每一记重拳，每一
项突破，我们都跟进报道，广播节目在
听众间引起强烈反响，“中国之声”的
官方微博留言很多。

近几年两会期间，周强院长做最高
法院工作报告当天，我们都会邀请最高

法院新闻发言人或者报告起草组负责
人参加《做客中央台》，解读报告的亮
点。

就法院舆论宣传报道和如何做好今年
两会法院报告的解读工作，提几点建议。

今年两会，除了部长通道，还会开
通代表委员通道。希望最高法院能将法
院系统代表委员的名单早点提供给媒
体，我们提前根据不同的选题设置，多
组织采访。

针对日常大要案、社会关注度高、
比较敏感的案件，建议最高法院给媒体
更多地参与报道的机会。

日常报道中，涉及重要的司法解
释、便民措施，希望最高法院的法官们
走进中央台，参与我们的一档叫作《今
天我值班》的节目直播。

2017 年 ， 光 明 日 报 在 人 民 法
院 新 闻 报 道 方 面 加 强 报 道 力 度 ，
可以说初步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和
优势。

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聚焦
人民法院工作大局和工作重点，注
重深度挖掘，以整版、专题式报道
的方式刊发通讯、特写和评论等，
多角度展示人民法院工作成效，既上
接天线，有一定的广度深度和指导意
义，又下接地气，故事性、可读性较
强。

去年以来，我们在跨区划法院改
革、法官权益保障、化解执行难、立
案登记制改革、智慧司法、破产审判
等重大主题方面都进行了专题报道，
反响较好。此外，我们还积极从常规
性新闻、从通稿中挖掘新闻线索，在
最高法院法律实习生制度、中国裁判
文书网上线4周年等方面做了深入报
道。

下面谈一些建议。
希望今后能够加大理论宣传的组

织力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

度、审判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讲清讲透，
而不是让那些罔顾中国实际、戴着有色
眼镜的西方法学理论大行其道。也希望
能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媒体、法学专家和
法官坐下来深入交流探讨。

基层法院是司法审判的第一线，也
是新闻现场的第一线，我们希望能有更
多的机会到基层去，去挖掘更多鲜活的
本土的事迹和经验。

由于各家媒体的特色和关注点不尽
相同，我们希望能够加强双方的沟通，
实现精准对接。除了跟最高法院新闻局
对接外，如何和一些地方法院形成很好
地互动，除了我们自己要做好相关工
作，也希望最高法院能考虑建立一定的
机制，一定程度上实现对各家媒体的

“私人定制”。

用 声 音 记 录 中 国 法 治 进 程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道总监 蔡小林

本院于2018年2月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游燕惠申请宣告林贤文
死亡一案。申请人游燕惠称，下落不明人林贤文于2011年8月8日离
家出走至今已6年多，于2015年10月12日被宣告失踪。下落不明人林
贤文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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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林贤文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林贤文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
人林贤文情况，向本院报告。 [福建]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1月 1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秀娣申请宣告
陈亮秀失踪一案。申请人陈秀娣称，陈亮秀自 2014年 3月 26日
外出打工后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陈亮秀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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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落不明人陈亮秀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陈亮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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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亮秀情况，向本院报告。 [福建]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区嘉陵申请宣告区炳林死亡一案，经查：区炳林，
男，住广东省中山市黄圃镇南安街期限4号（团范村民委员会），
公民身份证 440620195911283316，于 2012 年失踪，至今下落不
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区炳林本人在
公告期间内向本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否则，将被宣
告死亡。凡知悉被申请人区炳林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期间
内将其知所知道的情况向本院报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
判。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汤学文申请宣告汤沛文死亡一案，经查：汤沛文，男，
1952年1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石湖村
十三队廉让里5号。汤沛文于1977年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为1年。下落不明人汤沛文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
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同时，希望在本公告期内，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汤沛文现状的人将所知情况向本院报告。否则，公告期届满，本院将
依法宣告汤沛文死亡。 [广东]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龚文霜、龚文豪申请宣告吴春敏失踪一案，
经查：吴春敏，女，1993年1月23日出生，汉族，原住广西壮族自
治 区 陆 川 县 马 坡 镇 雄 英 村 樟 村 队 ，身 份 证 号 码 ：
450721199301230024，于 2014年 5月离开申请人家回到其娘家
广西灵山县灵城镇附城村竹山园队，同年 10月外出务工，后与
家人失去联系，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

希望吴春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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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陆川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苏茂春、苏子鹏申请宣告李雪凤死亡一案，经查：
李 雪 凤 ，女 ，1969 年 3 月 7 日 出 生 ，汉 族 ，身 份 证 号 码
45010619690307054X，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北
湖北路37号2栋1单元702房，于2009年7月起，下落不明已满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李雪凤本人或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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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2月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冯丽睿申请宣告公民
苏相铭死亡一案。申请人冯丽睿称，下落不明人苏相铭，女，1971年6
月1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130304197106011027，户籍地为秦
皇岛市北戴河区剑秋路31号1栋2单元101室，下落不明人苏相铭
于2009年1月27日离家出走一直未归。下落不明人苏相铭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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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苏相铭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苏相
铭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苏
相铭情况，向本院报告。 [河北]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月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胡馨元申请宣告赵
玉丽失踪一案。申请人称，申请人与赵玉丽系母女关系，因赵玉
丽嫌弃丈夫（年龄小没有结婚登记）患有癫痫病，生下患有先天
性心脏病的患儿胡馨元后离家出走。2009年 8月 21日，胡馨元
父亲意外身亡，胡馨元从出生至今始终由其奶奶陈凤香抚养，陈
凤香系胡馨元唯一的监护人。赵玉丽下落不明已满9年，胡馨元
向本院申请宣告赵玉丽失踪。下落不明人赵玉丽应当自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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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赵玉丽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赵
玉丽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
不明人赵玉丽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鸡东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月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郝景林申请宣告程艳、
郝春秋、郝春波失踪一案。申请人称，申请人与程艳系夫妻关系，与
郝春波和郝春秋系父子关系。20年前程艳带领郝春波、郝春秋离家
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由于申请人现患病严重，生活不能自理，申请
人及家人四处寻找三位被申请人未果。三位被申请人至今下落不明
已满2年，郝景林向本院申请宣告程艳、郝春秋、郝春波失踪。下落不
明人程艳、郝春秋、郝春波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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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程艳、郝春

秋、郝春波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程艳、郝春秋、郝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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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艳、郝春秋、郝春波情况，向本院报告。[黑龙江]鸡东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1月 3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徐应求申请徐银
龙公民死亡一案。申请人徐应求称，徐银龙（男，1994年8月9日
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麻城市张家畈镇朝阳河村徐家垸，公
民身份号码42118119408098712）因患精神分裂症于2014年1月
26日走失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徐银龙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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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落不明人徐银龙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徐银龙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徐
银龙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麻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董欢申请宣告刘秀英失踪一案，经查：刘秀英，女，1968年
5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祁阳县黄泥塘镇满竹村六组，身份证号码
432930196805013543。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3个月。希望刘秀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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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祁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何诗颖申请宣告黄海霞失踪一案，经查：黄海霞，
女，1989年10月9日出生，汉族，广西钦州市人，原住湖南省道县
梅花镇修宜村5组，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3个月。希望黄海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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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道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金真英申请宣告张常火死亡一案，经查，张常火
(与申请人金真英系夫妻关系)，男，1931年11月27日生，江苏省
无锡市人，身份证号码 320203193111270619，于 2009年 11月 27
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
望张常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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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万宇熙申请宣告邹琴失踪一案，经查：邹琴，女，
1985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南昌县人，户籍所在地：江

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广福镇漳溪村黄家自然村 4号，身份证号：
360121198510196126，于2012年7月份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
公告，希邹琴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
告期间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
判。 [江西]南昌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月2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春媛申请宣告李长仁
失踪一案。申请人李春媛称，其与李长仁系父女关系，李长仁在2012
年无故离家出走，至今已下落不明满5年。下落不明人李长仁应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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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李长仁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李长仁
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下落不明人李长仁
情况向本院报告。 [辽宁]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荀宝琴申请宣告许友义死亡一案，经查：许友义，
男，1957年12月31日出生(身份证号码：14020219571231257X)，
汉族，住所地山西省大同市新华后街楼 12 楼 2 单元 18 号，于
2013年 12月 19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许友义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
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鲁礼富申请宣告鲁琼英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鲁琼
英，女，汉族，1967年7月30日出生，住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西坝镇
民益村4组58号，公民身份号码：511112196707304526，于2008年离
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鲁
琼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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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将依法裁判。 [四川]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2月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周金蓉申请宣告陈清
（男，身份证号码513902198603065833，户籍所在地：四川省简阳
市三星镇游林村4组42号）死亡一案。申请人周金蓉称，陈清于
2008年到广东省东莞市务工后失去联系，经报案后至今未有音
讯。简阳市人民法院已于2017年7月11日宣告陈清失踪。下落不
明人陈清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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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陈清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
下落不明人陈清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陈清情况，向本院报告。 [四川]简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蒙秀华申请宣告王文祥死亡一案，经查：王文祥，男，
1985年9月20日出生，云南省广南县人，住广南县那洒镇岜皓村民委
员会新寨小组61号，公民身份号码:532627198509202778。王文祥于
2011年2月8日起外出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王文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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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广南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申请人王永禄申请宣告被申请人王维科死亡一
案，经查：被申请人王维科（男，1967年 8月 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
所在地重庆市綦江区石林镇农林村龙背 33 号，公民身份号码
510216196708063218）于 1992年 12月 25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王维科本人或知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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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郭燕申请宣告唐照勇死亡一案，经查唐照勇，男，1980年6
月6日出生，汉族，住长生桥镇乐天村瓦子坝组184号，公民身份证号码
510218198006066838，于2015年落水后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
望唐照勇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3
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月2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元元申请宣告谭邦艳失
踪一案。申请人刘元元称：刘元元系谭邦艳的女儿，2012年7月刘元元的
父亲因病去世，2012年8月谭邦艳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信，时间已逾5
年。下落不明人谭邦艳应当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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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人谭邦艳将被宣告失踪。凡
知悉下落不明人谭邦艳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
悉的下落不明人谭邦艳情况，向本院报告。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谢凤鸣申请宣告秦彬死亡一案，经查秦彬，男，1971
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南坪珊瑚路8号3幢22-9，
于1998年左右离家出走后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秦彬本人
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淦玉清申请宣告淦玉平死亡一案，经查淦玉平，男，
1964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大佛段正街67号，于
1987年离家出走后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淦玉平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 1 年，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曾凡霞申请宣告殷增强失踪一案，于 2017年 9月 20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2017年12月20日依法作出
（2017）赣 0425 民特 1 号判书，宣告殷增强失踪。本判决为终审判
决。 [江西]永修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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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事业进步让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吕岩松

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法治故事”
中国日报社副总编辑 孙尚武

进一步加强媒体与司法的交流合作
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兼央采中心主任 秦 杰

司法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经济日报社副总编辑 郑 波

积极探索法治报道创新之路
法制日报社副总编辑 李 群

发挥深度报道优势 彰显思想文化特色
光明日报国内政治部记者 靳 昊

编者按：2月 9日，
最高人民法院召开部分中
央新闻媒体负责人座谈
会，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周强出席座谈会
并讲话。部分中央新闻媒
体负责人发言摘登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