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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表彰五大创新 服务“两聚一高”
本报记者 朱 旻 本报通讯员 顾建兵 唐子然 徐振宇

近日，为服务江苏省委“两聚一高”（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方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召
开2017年度全市法院年终总结表彰大会，对荣获“工作创新奖”的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全面推进行政案件简易程
序适用”项目，海门市人民法院“实施繁简分流，化解人案矛盾”项目，启东市人民法院“破产审判方式改革四大创新做法”项目，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如皋市人民法院“专业化审判，多维度提升司法公信力”项目，
以及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宣传教育处“打造‘书香法苑+’文化建设品牌、‘阳光天平’党建服务品牌”项目进行了隆重表彰。

聚焦争点 简出效率

繁简得当 化解矛盾

专业审判 提升公信

“有这么多的最新畅销书下载，好棒！”
2017年12月底，南通中院图书馆被江苏省
总工会表彰为“江苏最美职工书屋”，并获
赠一台数字阅读机。阅读机刚安装完毕，
就得到了全院干警的格外青睐。

南通中院图书馆作为市图书馆的法
律分馆，自 2016 年初开馆以来，累计接
待读者8.2万人次，借还图书8100余册，
与南通市图书馆互通图书1900余册，读
者检索南通中院购买的知网法律资源总
库数据 36 万余次、下载 3.5 万余次。同
时，南通中院依托图书馆这一阅读平台，
在全院开展“坚定理想信念·坚定法治信
仰”全员读书活动，以书香怡性、以书香
励人，有力提升了干警的阅读兴趣和文
化修养，推动了全院内涵式发展。2017
年 2月，南通中院图书馆被中华全国总
工会评为“全国工会职工书屋示范点”。
图书馆已成为中院干警不可或缺的“工
具库”和温馨闲适的“读书屋”。

“阳光天平”是该院推出的另一特色
品牌。2017 年 12 月 1 日，南通中院“阳
光天平”党建服务品牌从全市30个优秀
品牌中脱颖而出，被表彰为“南通市级机
关首届十佳党建服务品牌”。“阳光天平”
寓意司法公开、司法公正、司法为民。品
牌还有专属LOGO，LOGO将“天平”设
计成“公”字形，代表着公平正义、公正司
法；“阳光”则化为一双捧着光芒的手，象
征着司法在阳光下运行，双手托起金色
的太阳，让人民群众感受到阳光司法的
温暖。“阳光天平”党建服务品牌以其精
美的设计，丰富的内涵和优良的业绩，让
老百姓切实感受到司法阳光的温暖，体
验到党建实实在在的成效。

南通中院宣教处、机关党委精心打
造的“书香法苑+”文化建设品牌和“阳
光天平”党建服务品牌，以党建引领方
向，用文化凝聚共识，加强法院队伍建
设，增强了干警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鉴于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予以当庭
宣判……”2017年9月15日9时24分，法
槌响起，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曹忠
明担任独任审判员，对启东市富士达公
司诉启东市政府信息公开案开庭审理。

2017 年 8 月，启东市富士达纺织公
司向启东市人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请
求查询和复印本公司在拆迁时的赔偿款
明细、本公司机器设备动迁费及设备去
向。受启东市人民政府委托，启东市公
路建设大会战总指挥部答复称，在公路
建设征地拆迁时，已经按照房屋拆迁及
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将房屋和土地补偿款
一并支付给华安公司，由华安公司自行
拆迁，故该信息不属于本机关制作和保
存的信息。赔偿款明细涉及华安公司隐
私，经书面征询第三人公司意见，该公司
不同意公开，故本机关决定不予公开。
富士达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考虑到该案系政府信息公开案件，
且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双
方矛盾也并未激化，南通中院决定直接
适用行政简易程序，并由曹忠明担任独

任审判员，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此案当庭即作出宣判，距离宣布开

庭仅 9分钟。随后，曹忠明又接连对另
外两起政府信息公开案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并当庭宣判。至 9时 45分，三起案件
全部审结完毕，庭审共耗时30分钟。

平均每案用时10分钟，如此高效的
秘诀在哪里？曹忠明介绍：“开庭前，由法
官助理预先在庭外，完成核对当事人身
份、告知权利义务、宣读法庭纪律等程序
性事项；庭审开始后，各案件当事人轮候
入庭，法官敲响法槌后，开门见山直接明
确争议点，引导双方直奔主题进行举证并
辩论对抗；经过一两轮‘交锋’后，当即对
双方争议焦点作出评判，并当庭宣判，整
个庭审过程简单明了，快捷高效。”

南通中院行政庭的“全面推进行政
案件简易程序适用”获奖项目，创新建立
了行政速裁工作机制，探索开展了要素
式审判，优化了开庭方式，还在立法上建
议引入速裁程序，颇具创意和成效。这
一经验被《江苏法院简报》专刊介绍并在
全省范围内推广。

2017 年 9 月 4 日下午，海门市人民
法院第五法庭仅用7分钟时间就审理终
结了一起劳务合同纠纷。

“以前听人说打官司要好几个月，没
想到开个庭这么快就解决了。”原告张老
伯边在庭审笔录上签字边高兴地说。

作为“全国法院案件繁简分流机制
改革示范法院”，海门法院经过长期的探
索实践，逐步摸索出了适合社会发展需
要的繁简分流模式。改革以来，该院民
商事案件、刑事案件简易程序适用率分
别为77.4%、81.3%，速裁结案5336件，员
额法官人均结案数284.3件，一审服判息
诉率为 91.57%，同比均有所提高。与此
同时，适用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和小额诉
讼程序案件的结案平均审理周期分别缩
短了5天、9天和11天。

“送达难”一直是困扰基层法院多年
的顽疾，传统送达方式形式单一、效率低
下，严重影响办案效率的提升。为此，海
门法院探索新型送达模式，充分利用电
话、电子邮件、新媒体等手段，开创“线上
送达”，为简案快审创造条件。同时，该
院完善“线下送达”模式，建立司法联络

员制度，由区镇政法委员、综治专干，村
（居）综治中心主任、综治信息系统管理
员担任司法联络员，帮助法院送达各类
法律文书，使送达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

此外，该院还将诉讼材料扫描、收转、
网上立案、司法鉴定、诉讼保全等审判事
务性工作集中到诉讼服务中心统一管理、
实施，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方式办理卷宗影
音、电子卷归档等工作，使诉讼服务中心
真正成为对内服务审判的诉讼枢纽。

“2017 年，我院人案比超过 330 件，
人案矛盾日益突出。如何以有限的司法
资源发挥杠杆效应撬动繁重的审判任
务？案件繁简分流是支点，它是提升案
件审判质效、缓解人案矛盾、满足群众多
元司法需求的重要举措。”海门法院院长
周东瑞介绍。

海门法院的“实施繁简分流，化解人
案矛盾”项目以“横向分类、纵向分段、内
部升级、外部延伸”四个方面为工作切
口，做到该繁则繁，当简则简，繁简得当，
提高了司法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化解
了“案多人少”矛盾，探索出了一条适合
海门法院工作实际的繁简分流新模式。

创新机制 服务经济
2017年 8月 4日，启东市人民法院

裁定批准南通太平洋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太平洋海工） 重整计划，太
平洋海工将以中集安瑞科的全资子公司
身份加入中集集团大家庭。

太平洋海工曾是全球中小型液化气
船制造的明星企业，其特种船舶及再汽
化模块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有率均列第

一。2016年6月，受行业周期性影响及
对外担保拖累，太平洋海工陷入债务危
机，被债权人申请破产。考虑到太平洋
海工具备“破产不停产”条件，启东法
院灵活运用破产法，先以破产清算的方
式于2016年8月5日裁定受理案件，以最
快速度裁定同意企业继续营业，实现企
业“破产不停产、员工不失业”；再适时

转重整程序，及时准许太平洋海工在管
理人的监督下自主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法院妥善的处理方式，使该企业得
以破产不停产。太平洋海工在破产程序
中先后完工交付全球首制36000立方米
乙烯运输船、第五艘“龙”型 LNG多
用途液化气运输船、俄罗斯 YAMA 项
目等近 30 亿元的项目，挽救一批上下
游企业的同时，为债权人挽回数十亿元
经济损失，职工债权、税款及社保债权
100%清偿，债权清偿率大大提高，为
公司的重整打下了良好基础。

启东法院积极创新破产审理机制，
不断提高破产审理专业化水平、提升司

法服务经济转型发展的能力，取得了良
好成效。该院的“破产审判方式改革四
大创新做法”项目实现了四个“首
创”：一是首创诉讼与破产衔接新机
制；二是首创关联企业合并和解新模
式；三是首创“一手抓破产，一手抓生
产”新格局；四是首创“一边搞破产，
一边搞招商”新举措。

2014 年以来，启东法院成功淘汰
“僵尸企业”27 家，引进优质企业 16
家，累计引进投资 60 多亿元，促进启
东产业转型升级。2014 年年底，该院
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破产案件审理方
式改革试点单位。

2017 年 11 月 29 日下午，崇川区人
民法院家事调查员白红霞来到了崇川区
一处拆迁安置房内。因为一女二子不肯
赡养自己，74岁的韩老太向崇川法院提
起了诉讼，法院委托家事调查员就相关
问题进行调查。白红霞的亲切询问让韩
老太忍不住潸然泪下，将自己的不幸遭
遇娓娓道来。随后，老人的亲属们也纷
纷向白红霞介绍老人与孩子之间的情
况。了解情况后，白红霞向法庭递交了
一份内容翔实、图文并茂的家事调查报
告书，为法庭化解韩老太与子女间的矛
盾提供了重要信息。

南通中院民一庭和崇川法院的“专
业化审判，多维度提升司法公信力”项
目，通过家事审判改革，树立了“家庭本
位、法官干预、重在化解”的家事案件审
判理念，以规范化、专业化、社会化和人
性化为导向，探索建立家事审判专门程
序，培养家事审判专业队伍，搭建社会化
的联动调解平台，引入心理咨询和辅导
机制，加强家事审判对家庭情感的修复
作用，形成了专业化的家事纠纷审判方
式和工作机制。2016年 6月，全国妇联

党组书记宋秀岩视察崇川法院家事法
庭，作出高度评价：“给人以家的感觉，家
事审判很有特色，成效明显。”

同样因该项目获奖的还有如皋市人
民法院。如皋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发现，
处理道交纠纷的各个部门之间都有自己
的档案、储存自己的数据，要使用这些数
据，就只能通过人力调取，这些信息成为
了相互隔离的数据孤岛。为此，该院在
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建立道交一体化平
台，对接鉴定机构、公安、司法局、保险公
司等各个部门，打破数据壁垒，实现交通
事故纠纷的在线赔偿预算、在线纠纷调
解、在线纠纷审理、在线保险赔款支付的

“网上数据一体化”，并利用其可复制性，
进一步构建多渠道、立体化的诉讼服务
平台，不断推动网上立案、网上送达、网
上调解、网上审理，实现服务群众“零距
离”。

2017 年 12 月 21 日，安徽籍打工男
子张某从如皋法院拿到了3.35万元的交
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金，欣喜之情溢于
言表：“真没想到上午刚调解，下午就拿
到了全部的赔偿款。”

特色文化 打造品牌

盛方奇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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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中院行政庭的“全面推进行政案件简易程
序适用”项目创新建立了行政速裁工作机制，探索
开展了要素式审判，优化了开庭方式

南通中院民一庭、崇川法院通过“专业化审
判，多维度提升司法公信力”项目，形成了专业化
的家事纠纷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如皋法院通过该
项目，建立了道交一体化平台，实现服务群众“零
距离”

专业审判 提升公信

南通中院宣教处、机关党委
的“打造‘书香法苑+’文化建
设品牌、‘阳光天平’党建服务品
牌”项目，以党建引领方向，用
文化凝聚共识，加强法院队伍建
设，增强了干警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

特色文化 打造品牌

创新机制 服务经济

启东法院的“破产审判方式改革四大创新做
法”项目实现了四个“首创”，2014年以来成功淘
汰“僵尸企业”27家，引进优质企业 16家，累计
引进投资60多亿元，促进启东产业转型升级

繁简得当 化解矛盾

海门法院的“实施繁简分流，化解人案矛盾”
项目做到该繁则繁，当简则简，繁简得当，化解了

“案多人少”矛盾，探索出了一条繁简分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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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的上诉人荆春荣
与被上诉人李汭洋、焦淑兰、赤峰市盛成物资有限公司，原审被
告赤峰市房屋交易产权管理中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赤峰市红山区支行、赤峰市商务局、赤峰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因房屋行政登记上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开
庭公告，逾期即视为送达。开庭日期为公告期满后的第5个工作
日上午9时（公休日、节假日顺延），开庭地点为本院第四法庭，逾
期本院将依法裁判。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赤峰华源毛业有限公司：异议人刘辉、秦雅娟与你公司买卖
合同货款纠纷一案，因本院作出（2016）锦古执裁定字第00027号
执行裁定书，追加刘辉、秦雅娟为被执行人。现刘辉、秦雅娟向本
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8)辽
0702执异4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408室领
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辽宁]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法院

王金良、黄巍：本院受理陶开伟与王金良、黄巍借贷一案，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辽0381执1546号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书，
责令你们给付欠款122457元及利息，你们一直拒绝履行，本院依
法对你们所有的，已被本院查封的位于海城市宗骏嘉年华7-E-
5号、面积41.86平方米的房屋进行评估，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辽宇
房估字第201712-010号评估报告，内容：面积41.86平方米，评
估单价3270元，评估值136882元。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公
告送达之日起7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否则视为对报告的认可。
同时进行网拍，以及拍卖五日前通知相关权利人等事宜。本公告
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辽宁]海城市人民法院

初少义、徐晓凤：本院受理张爽与初少义、徐晓凤借贷一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辽0381执恢291号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
书，责令你们给付欠款312845元及利息，如拒绝履行，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条规定，责令初少义、徐晓
凤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迁出海城市开发区后英第一城4-

1-14-1号，面积85.86平方米的房屋；迁出海地市铁西世纪名郡
3号楼3单元13楼东户，面积116.02平方米的房屋，如未迁出，本
院将强制迁出，出现的一切损失由你自行承担。本公告自发布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海城市人民法院

李长春：本院受理马鑫与李长春借贷一案，海城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与你借款纠纷一案中，因你一直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辽
0381执恢292号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书，责令你给付欠款154500
元及利息，如拒绝履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条规定，责令李长春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迁出海城市海州管
理区东关街红旗委中街路33栋52号，面积77.05平方米的房屋，如
未迁出，本院将强制迁出，出现的一切损失由你自行承担。本公告自
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辽宁]海城市人民法院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2月9日10时至
2018年2月1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0534，
户名：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
下：一、拍卖标的：坐落于陕西省洋县洋州镇东咀村八组，该房屋建成
年代为2013年，总层数为5层，砖混结构，房地产权利人为张彩云，建
筑面积为635.81平方米，房屋用途为住宅，土地权属性质为集体。起
拍价：1454720元，保证金：10万元，增价幅度：5千元。二、竞买人条
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具有洋县洋州镇东咀村户籍的公民
均可参加竞买。特别提醒，竞买人需详细咨询房产过户的相关政策，
过户风险自行承担。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三、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7年12月
27日起至2018年2月7日止（节假日除外）接受咨询，看样时间为
2018年2月6日。四、本次拍卖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在拍卖活动
结束前，每最后5分钟如果有竞买人出价，就自动延迟5分钟。五、拍
卖方式：设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不到保留价不成交。六、标的物
以实物现状为准，法院不承担拍卖标的瑕疵保证。特别提醒，有意者
请亲自实地看样，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
责任自负。七、标的物过户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所涉及的一
切税、费按有关国家规定办理。可能存在的物业费等欠费均需由买
受人承担。关于有关购房政策与相关购房资格要求，请自行咨询当
地有关部门，对因不符合相关政策导致的无法办理过户的风险由买

受人承担。八、与本标的物有关人员[案件当事人、担保物权人（质押
权人）、优先购买权人等]均可参加竞拍，不参加竞拍的请关注本次拍卖活
动的整个过程。九、拍卖竞价前淘宝系统将冻结竞买人支付宝账户内的资
金作为应缴的保证金，拍卖结束后未能竞得者冻结的保证金自动解冻，冻
结期间不计利息。本标的物竞得者原冻结的保证金自动转入法院指定账
户，拍卖余款在2018年2月14日10 时前缴入法院指定账户(户名：德州市
德 城 区 人 民 法 院 ，开 户 银 行 ：德 州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账 号 ：
9140114010142050013136)，拍卖未成交的，竞买人冻结的保证金自动解
冻，冻结期间不计利息。竞买人在拍卖竞价前请务必再仔细阅读本院发布
的拍卖须知。咨询电话：17753457659；监督电话：0534-2311922。联系地
址：德州市湖滨北大道。 [山东]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

各债权人:本院根据余继兰的破产清算申请，于2018年1月
19日裁定受理洛阳市华海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指定河南中冶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四十五条的规定，债权人应自公告之
日起至2018年3月21日前，向洛阳市华海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
司管理人河南中冶律师事务所（联系人：赵丹丹律师，地址：河南
省洛阳市西工区王城大道升龙广场E区汇金中心712室，电话：
13598198593、0379-60692997）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洛阳
市华海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3月28
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二十六号审判庭（地址：河南省洛阳市
洛龙区展览路与望春门街交叉口）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
院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有委托代理
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年2月2日，本院根据湖南沙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及关联公司管理人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八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批准《湖南沙市建筑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及关联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湖南沙市建筑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及关联公司重整程序。 [湖南]浏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深圳市源园印刷包装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
12月28日裁定受理深圳市都都文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广东众诚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深圳市都都文具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3月30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深
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3027号嘉汇新城汇商中心3008室；邮政编
码：518033：联系人：郭子纬、焦和平；联系电话 13246765282、
17727558473；传真：0755-83289711）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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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此前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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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都都文具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都都文具有限公司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案案情简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罗小行的申请于2018年1月15日裁定受理广西松

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广西天华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广西松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管理
人。广西松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3月5日
前，向广西松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柳州市桂
中大道南端2号阳光壹佰城市广场2幢5层北侧；联系人：梁萍；
联系电话：0772-2800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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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
2018年3月16日上午9时在本院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望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准时参加，并按相关规定提交参会人
员的身份证明。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月11日根据张志明的申请裁定受理贵州金
典盛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1月11
日指定贵州普诚舜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贵州金典盛
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贵州金典盛园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5月5日前，向贵州金典盛园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管理人（习水办公地址：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西城区
佳诚花园二期贵州金典盛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邮编：
564600，联 系 人 及 电 话 ：张 美 昌 17785603627、金 竹
18798038287；债权申报届满后主要办公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

明区花果园国际会议中心3号楼A座14楼1413号贵州金典盛园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邮政编码：550003；联系人及电话：
张美昌17785603627、杨玉娇13595129004，座机0851-8587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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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金典盛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贵州金典盛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5月17日上午
9时30分于本院一号楼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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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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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开展新闻记者证
2017年度核验工作的通知》（新广出办发〔2017〕82号）的有关要求，现将本社55名持
新闻记者证人员进行公示（按姓氏笔划排序）：

马守敏 王珊珊 王俏 王银胜 王焕平 白龙飞 刘吟秋 刘岚 刘洁 刘晓燕 刘
曼 安克明 许聪 孙文鹰 杜中杰 李飞 李文广 李阳 李芹 李岩峰 李绍华 李莉 李
强 杨宜中 杨建文 何艳芳 何靖 辛九慧 沈荣 张先明 张伟刚 张守增 张国香 张
娜 张景义 陈冰 林子杉 林淼 罗书臻 赵刚 赵俊梅 赵翔 荆龙 胡立新 骆惠华 倪
寿明 徐光明 郭士辉 郭彩侠 唐亚南 曹颖逊 屠少萌 韩芳 谢圣华 窦玉梅

公示时间为2018年2月13-19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电话：010-83138953
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举报电话：010-6755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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