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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课题”研究催生工作成果和制度成果
⇨ 上接第一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增强工作预见性、主动性，
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
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
安居乐业的主要任务。
在今年 1 月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
郭声琨要求，全国政法机关要按照党的
十九大作出的战略部署，沿着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前进
方向，不断开创新时代政法工作新局
面。
如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在新时代政法工作中更好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法委秘
书长陈一新提出，以“十大课题”研究
为抓手，深入调查研究，理清新时代政
法工作的思路举措，提高谋划推进新时
代政法工作的水平。
为确保重大课题调研工作做得稳、
做得实、见成效，中央政法委机关领导
班子从选题开始就慎重、严谨：业务部
门讨论报题、分管领导把关出题、秘书
长会议研究定题……经过认真思考、反
复酝酿，几上几下，最终确定了 2018
年中央政法委第一批“十大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党对政法工作
绝对领导的实现形式研究》《加强基层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
究》《总结提炼新时代“枫桥经验”》
《推行领导干部每月下基层大接访制度
研究》《防范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政
策策略研究》《网络新媒体宣传舆论新
战略新战场新战法研究》 ……
通览这“十大课题”，无一不是事
关政法工作全局的关键问题、维护政治
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人民群众
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制约政法事业长
远发展的瓶颈问题。第一批“十大课
题”的设置，充分体现了中央政法委讲
政治、想大事、抓根本、谋长远的政治
站位，体现了清醒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攻
坚克难的责任担当。
陈一新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他主
持召开课题调研部署会，审定各课题调
研组成员、调研方案，还多次召开调研
调度会、推进会，掌握进度、解决难
题；各位副秘书长牵头分管工作领域的
课题研究，各业务局主要负责人和业务
骨干全部参加，在工作中调研，在实战
中思考，推动“十大课题”调研在中央
政法委紧张繁重的日常工作中一刻不停
地向前迈进。

领导带头机关上下身入心入
开展大调研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之宝。党
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真正把功夫下到察
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对
调查研究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并身体力
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榜样。
郭声琨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党
的十九大刚闭幕，郭声琨就前往陕西就
政法系统如何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进行调研。习近
平总书记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重要
指示后，郭声琨又到多地专项调研，并
亲自部署组织全国所有省份开展涉黑涉
恶违法犯罪问题专题调研，为党中央作
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提供
科学扎实的依据。
陈一新要求中央政法委机关干部要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调查研
究的要求，大力弘扬党的好传统好作
风。他以身作则、说到做到，先后到浙
江诸暨调研基层社会治理、赴陕西基层
调研扫黑除恶、深入内蒙古扎赉特旗调

研扶贫攻坚……上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
时间不长，就马不停蹄跑了全国 10 多
个省份。
今年以来，中央政法委机关领导班
子成员的调研频率，都比以往明显增
加。单就扫黑除恶这一项工作，中央扫
黑办副主任实行“蹲一省带一片”的方
式定期分片调研督导，目前所有人都带
队调研 2 次以上，在调研中不断发现新
情况新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上行下效，一以贯之。各课题组开
展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广开言路，
“走出去”与“迎进来”相结合，放下
架子、扑下身子，深入基层实地看、深
入群众当面谈、深入实际亲体验，问计
于基层、问计于群众、问计于专家。
《党对政法工作绝对领导的实现形
式研究》 课题组多次赴相关部门上门
“取经”
，组织中央和地方政法单位及专
家学者座谈研讨，并赴吉林、安徽、广
东等地进行实地调研；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研究》 课题组赴东、中、西部
10 个省 16 个市开展调查研究，实地考
察走访基层社会治理单元，吸收基层社
会治理的经验做法；
《网络新媒体宣传舆论新战略新战
场新战法研究》 课题组赴基层政法单
位、有关部门、新闻媒体调研的同时，
走进百度、腾讯、今日头条等互联网企
业，与网红大 V 联系沟通，征求意见建
议；
从“微服私访”到不设路线的随机
调研，从登门“取经”到运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辅助
调研，从自主调研到调动各地各部门和
科研院所、智库机构的力量开展联动调
研、合作调研、委托调研……调研方式
方法的丰富多样，确保了调研成果的科
学权威。
上联“天气”
、下接“地气”，广泛
深入的调查研究，有力推动中央政法委
机关作风的转变，成为排“四风”之
毒、去“四风”之疾的一剂良药。机关
人人比学赶超，形成良好氛围，生动展
示了新时代机关新风尚。

以思想解放推动思路创新
当今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
局，不安定不稳定因素潜滋暗长，加上
我国社会利益关系调整，社会阶层结构
分化，互联网影响越来越深，安全风险
跨界性、关联性、穿透性增强，给做好
新时代政法工作带来新挑战。
创新是改革发展的引擎，也是做好
新时代政法工作的不竭动力。
今年 4 月以来，中央政法委以解放
思想开路，推动理念思路、体制机制、
政策策略、方法手段等各方面创新，用
改革思路破解难题，用创新举措推动落
实，使难点变亮点、问题变成效。
目前，一系列具有突破性、创新性
的政法工作思路和办法在重大课题广泛
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生成：
——维护政治安全始终是头等大
事，中央政法委提出应对国家政治安全
诸多风险挑战的对策，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
重要思想，构建“一大战略、两大战
场、三大战术、四大战力、五大战法”
对策格局，积极防范应对国家政治安全
风险挑战，切实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
全的责任使命。强调突出标本兼治，在
消除存量风险和管控增量风险上多措并
举，既要采取有力措施使重大风险逐年
减少，也要采取治本之策解决风险背后
的深层次问题；
——如何加快实现社会治理体系现
代化？中央政法委提出“新时代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这一重要命题，通过树

立“五大导向”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的理
念现代化，优化“四大体系”构建市域
社会治理的体系现代化，提升“七大能
力”实现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打
造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城市特点
的市域社会治理新模式。强调市域具有
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有效解
决社会治理中重大矛盾问题的资源能
力，提出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开展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总结经
验、推广模式，把市域打造成为推进基
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加强平安中国建设
的“前线指挥部”
；
——黑恶势力屡打不绝怎么办？这
次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创新方式方
法，实行打击黑恶势力与深挖背后“保
护伞”同步，打“黑帮”与铲“黑财”并举，
严惩犯罪与依法办案同步，地方开展专
项斗争与中央督导并举，及时打击与源
头治理并举，建立长效机制，避免一阵
风，死灰复燃。提出“抓省促市”
“抓市促
县”战法，促进专项斗争在各省区市、各
市区县均衡协调发展；提出总结推广督
导工作经验，加快实施督导专员制度，
对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落实情况和问题突
出的地方进行专项督导；
——怎样让亿万网民在众声喧哗中
听到党的声音？中央政法委提出政法新
媒体“三四五六”创新举措，即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的重要思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
论导向，应对“三大挑战”，开展“四
大宣传”
，提升“五个能力”，抓好“六
大保障”，大力推进新时代政法宣传舆
论工作创新发展。强调要下决心把工作
重心转移到移动新媒体上来，坚持“内
容为王”
“圈粉为本”
，提升政法新媒体
网上斗争能力、融合发展能力、品牌创
新能力、议题设置能力、“引关圈粉”
能力，着力提高政法新媒体在网络舆论
场上的核心竞争力；
——如何创新政法委机关建设载
体？中央政法委机关创办了以“三改”
（改进学习、改进作风、改进工作） 为
切 入 点、以“ 三比”（比干 劲、比成
效、 比奉 献） 为着力点 、以“ 三创”
（创新、创先、创优） 为落脚点的新时
代新担当新作为展示会，全体机关干部
踊跃参与，进一步推动机关作风转变。
强调要处理好“学”与“讲”
、“讲”与
“干”、“干”与“比”、“比”与“用”
四对关系，以讲促学、以干选讲、以比
验干、以用奖比，形成机关作风建设的
良性循环；强调展示会将作为一项制度
长期坚持下去，每隔一两个月举办一
次，并以此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方式，
让那些敢于担当、勇于创新、善于作
为、甘于奉献的好干部脱颖而出、使用
起来。
……
“十大课题”调研组拿出了一系列
破解难题、补齐短板、防控风险、服务
发展的实招硬招，为研究部署新时代政
法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研究成果务必转化为工作成
果、制度成果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中央政
法委各课题组坚持边调研边应用、边实
战边总结，在研究成果转化上起到了立
竿见影的效果。
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发生后，网络
舆情汹涌，中国长安网、长安剑发起倡
议“弘扬正气、从我做起！”，号召公众
热情为见义勇为者鼓掌，勇于对暴戾悖
德者说不，守护好“社会这辆大公
交”。72 小时内，超过 5500 万网民响
应。
这是一次网络新媒体宣传舆论新战
略新场域新方法的生动实践。

锋。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为3140443043504574、票面金额为人民
币586413.38元、出票人为曹晖、付款日期为2018年11月21日、持
申请人成都兴顺风塑胶有限公司因丢失淮南淮河农村商业 票人与背书人均为空白的佛山农村商业银行支票。自公告之日起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场路支行承兑汇票 1 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告 ，申 请 人 成 都 兴 顺 风 塑 胶 有 限 公 司 ，票 号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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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4020005129829569,票额为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8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申请人中山市小榄镇擎进五金制品厂因持有的普通支票1张
年 7 月 23 日，到期日为 2019 年 1 月 23 日，出票人淮南新城吾悦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人江苏中郡建设有限公司，付款行为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淮南淮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场路支行，向本院申请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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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中山市小榄镇擎进五金制品厂。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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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3060443018781019，付款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东凤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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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出票人中山市曙光运输有限公司古镇第一分公司，票面金额
4851元，收款人中山市小榄镇擎进五金制品厂。三、自公告发出之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安徽]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金铂顿灯饰有限公司因持有的普通支票 6 张 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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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申请人胡淳龙因持有的普通支票1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申请人：中山市金铂顿灯饰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
1040443031879981、 1040443031879999、 1040443032183905、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
1040443032183902、1040443038397440、1040443038397441，付款 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胡淳龙。二、公示催告的票
号码3200443001222995，
付款行中山小榄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出票人中山市金铂顿 据：
出票人胡淳龙，
票面金额空白，
收款人空白。
三、
自公告发出之
灯饰有限公司，票面金额空白，收款人空白。三、自公告发出之日 营业部，
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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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小榄镇商和五金制品厂因持有的普通支票 2
申请人中山市三菱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因持有的普通支票 1
张被盗，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
告申请人：中山市三菱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 告申请人：中山市小榄镇商和五金制品厂。二、公示催告的票据：
号码3060443018814793，付款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东凤 号码 3140443030772254、3140443030772255，付款行中山农村商
支行，出票人中山市曙光运输有限公司东凤分公司，票面金额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榄九洲基支行，出票人中山市小榄镇商
14994 元，收款人中山市三菱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三、自公告发出 和五金制品厂，票面金额空白，收款人空白。三、自公告发出之日
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 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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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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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刘俊因持有的普通支票 1 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
申请人叶少锋因遗失佛山农村商业银行支票 1 张，向本院
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公示催告申请人：叶少 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刘俊。二、公示

申请公示催告

联系电话：
（010）67550711

不仅如此，江苏昆山“反杀案”、
黑龙江汤兰兰案、山东于欢母亲非法吸
存案……今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敏感案
事件，政法机关切实落实“三同步”工
作机制，促进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
法律效果相统一。
课题研究是手段，解决问题才是关
键。
陈一新强调，搞调研、抓课题，不
能仅停留在书面成果上，要采取有效举
措，把研究成果转化好、运用好，推动
研究成果转变为工作成果、制度成果。
——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政法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
神，研究报告提出了包括开展“大学习
大研讨大培训活动”在内的五大举措。
中央政法委于今年 5 月联合中央组织
部、中央党校举办政法领导干部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专题研讨班，于 6 月首次举办地市级新
任政法委书记培训示范班，各级政法机
关也通过举办辅导班、大讲堂等形式，
掀起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大学习大研讨大培训热潮，大力推
动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入心入脑。
——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新情
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基层社会治理面临
诸多挑战。各地以坚持和发展“枫桥经
验”为抓手，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格局，
充分发挥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
治“五治”作用，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
理现代化。
——福建泉州、宁德打造“海上枫
桥”
，
湖北武汉推行领导干部下基层大接
访，重庆开发“巴渝和事佬”APP，浙江推
进县乡村社会心理服务三级平台……大
量课题研究报告反映的全国各地先进典
型经验内容被 11 月初召开的纪念“枫
桥经验”大会会议文件所吸收，部署各
地推而广之。
——扫黑除恶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
关键一役。从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会议到每隔 2 至 3 个月召开一次
全国扫黑办主任会议，从 10 个督导组
进驻地方到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
会召开，专项斗争持续向纵深发展，一
大批黑恶势力被连根拔除，受到法律严
惩。
——从公安机关对网贷平台涉嫌非
法集资案件开展集中网上登记到最高法
再审改判张文中案，从机构改革稳步推
进到深化司法体制配套改革，再到全面
部署推开政法领域各方面、各层次、各
环节改革，中央政法委以“十大课题”
为抓手，一个难题接一个难题攻坚，一
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努力提升政法工
作科学化水平。
调研成果不仅被应用于实战、在实
战中检验，而且还被总结提炼，成为政
策、制度、机制，转化为一系列在政法
工作实践中发挥长效作用的制度成果。
防范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意见、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意见、政法网络新媒体创新发展的
意见……一批从课题研究成果中提炼出
来的重要政策性文件有的已经进入批准
程序，有的正在加紧起草。截至目前，
首批“十大课题”的研究成果全都已经
或者正在运用于实际工作当中，形成了
一大批工作成果、制度成果。
今年 9 月，随着政法工作发展形势
任务需要，中央政法委又提出了第二批
“十大课题”研究，目前也陆续完成，
并被纳入谋划研究明年政法工作的决策
参考之中。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创
新是我们推动工作的制胜之道。以解放
思想开路，以重大课题研究开局，带动
政法工作创新发展、整体推进，已经成
为中央政法委谋划推进工作的一个重要
抓手、一项长效工作机制。最近，中央
政 法 委 又 已 开 始 征 集 谋 划 2019 年 新
“十大课题”研究。随着一波又一波重
大课题调研的接力展开，新时代政法工
作将注入源源不断的养分与活力，向着
更高水平、更大成效阔步前行。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12月6日（总第7547期）
催告的票据：号码3050443004617724，付款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山古
镇支行，出票人王丹丹，票面金额5185元，收款人刘俊。三、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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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小榄镇万强富艺电器厂因持有的普通支票3张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
申请人：中山市小榄镇万强富艺电器厂。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
码 3060443015741101、3060443015741102、3060443015961894，付
款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小榄支行，出票人中山市小榄镇
万强富艺电器厂，票面金额空白，收款人空白。三、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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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宇阳贸易有限公司因持有的普通支票 8 张遗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
请人：中山市宇阳贸易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
3140443038926076、 3140443038926078、 3140443041243744,
3140443041243745、 3140443041243747、 3140443041243748、
3140443041243749、3140443041243750，付款行中山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小榄绩西支行，出票人中山市宇阳贸易有限公
司，票面金额空白，收款人空白。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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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古镇韵森灯饰厂因持有的普通支票 1 张遗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

电子信箱:fyxw@rmfyb.cn

队伍建设：手托天平铸法魂
⇨ 上接第一版 1983 年修改通过的
人民法院组织法首次对法官的任职条
件提出了应“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
原则要求。
1985 年，最高人民法院创办全
国法院法律业余大学，支持干警通过
多种途径提升理论和业务水平；1993
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将学历教育
向高学历、高层次转变，非学历教育
向正规化岗位培训转变”的目标；
199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正式颁布，法官职业的特殊性首次在
法律层面得到较为系统的确认，法官
的管理从“行政化”向“专门化”逐
渐转变。
法官的职业素养与公正司法息息
相关。2002 年，法官法经修改后实
施，规定国家对初任法官实行统一的
司法考试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
干意见》，首次提出要实行法官定额
制度，彻底改变法官职业大众化问
题。人民法院进一步严把法官“入口
关”，密集出台意见和各类规章，对
初任法官的选任条件提出更为细致的
要求。
公正和效率是人民对司法工作的
期待。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
提出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等四项基
础性改革任务开始，司法人员分类管
理改革就被视为“动自己奶酪”的一
场硬仗。
员额制改革，可以将最优秀的司
法人才吸引到办案一线，让各类人员
配置不断优化，提高办案的质量、效
率和公信力。员额制改革既是本轮司
法体制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又是整个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基石。
2017 年 7 月 3 日，最高人民法院
367 名员额法官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的带领下面向国旗庄严宣誓，标
志着法官员额制改革在全国法院已全
面落实。
以案定额、按岗定员、总量控
制、省级统筹……改革后，全国法官
数量从 21 万降低到 12 万，法官单独
职务序列有效实施，业务骨干回归一
线办案岗位，85%以上的司法人力资
源向办案一线集中，同时，“入额必
办案”的要求得到全面落实，审判辅
助力量不断充实，院庭长办案逐步实
现常态化制度化。人民司法事业从此

进入了新的历史航程，站在了更高的
起点。

榜样引领，典型示范——
四十年来，人民法院涌现出一
批又一批优秀的法官，如一面
面旗帜、一盏盏明灯，指引着
法院人行进的方向，汇聚起司
法改革勠力前行的磅礴力量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
模”“最美基层法官”“年度法治人
物”……改革开放以来，一批又一批
符合时代需求和公众期待、爱岗敬
业、甘于奉献的法院系统先进典型不
断涌现，激励着广大干警在司法为
民、公正司法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法 安 天 下 ， 德 润 人 心 。“ 铁 法
官 ” 谭 彦 、“ 法 官 妈 妈 ” 尚 秀 云 、
“时代先锋”宋鱼水、“燃灯者”邹碧
华、“知心法官”黄志丽、全国模范
法官方金刚……一大批优秀法官的事
迹在全社会引发广泛而强烈的反响。
他们之中有的扎根一线恪尽职守，有
的为司法改革殒身不恤，有的让司法
审判尽显人性温度……他们引导着广
大法院干警提升精神境界，坚定法治
信仰。
最高人民法院还定期开展“全国
模范法院和模范法官”“全国优秀法
院和优秀法官”“全国法院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全国法院办案标兵”
表彰评选，及时发现挖掘新面孔、
新人物、新故事，让先进典型的表
彰宣传成为推进法院队伍建设的催化
剂。
举行先进事迹报告会、工作方法
研讨会，编印先进典型事迹文集，拍
摄以先进典型为原型的影视作品……
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有机交融，让先进
典型的宣传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级法院
有 1700 多个集体、2800 多名个人受
到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有关部门表
彰。
坚定理想信念，胸怀公平正义。
人民法院广大干警将在党的旗帜引领
下，继续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上昂首阔
步、砥砺前行。

最高法院发布“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配套文件
⇨ 上接第一版 上述规范性文件的
施行，标志着诉讼与仲裁、调解有机
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
化解决平台已正式落成，进入运行阶
段。
本次座谈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民四
庭庭长张勇健主持，最高人民法院国
际商事法庭全体法官、国际商事专家
委员代表、有关仲裁机构及调解机构
代表参加。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
民四庭副庭长王淑梅宣读了通知，副
庭长高晓力介绍了两个规则的出台背
景、经过与主要内容。与会代表围绕
建设“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
解决机制这一主题，就加大国际商事
法庭宣传力度、提升国际社会对“一
站式”机制的认知度、加强仲裁及调
解机构与国际商事法庭工作衔接等多
项议题，充分展开讨论并提出了建设
性的意见和建议。与会代表均表示，
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各尽其
责、各尽所能，合力营造公平、公
正、透明、便捷的法治化国际营商法
治环境。

请人：中山市古镇韵森灯饰厂。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73578413，
付款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镇支行，出票人中山市古
镇韵森灯饰厂，票面金额9800元，收款人空白。三、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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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广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因持有的普通支票3张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
人：中山市广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
3140443043821899、3140443043821900、3140443043821901，付款
行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横栏横东支行，出票人中山市广
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票面金额空白，收款人空白。三、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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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兴亿曼灯饰厂因持有的普通支票 1 张遗失，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中
山市兴亿曼灯饰厂。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 61483217，付款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横栏四沙支行，出票人中山市兴
亿曼灯饰厂，票面金额空白，收款人空白。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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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龙享水族用品厂因持有的普通支票2张遗失，
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现予公告。
一、
公示催告申请人：
中山市龙享水族用
品 厂 。二 、公 示 催 告 的 票 据 ：号 码 1040443031986249、
1040443031986250，
付款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东升丽景名筑
支行，
出票人中山市龙享水族用品厂，
票面金额空白，
收款人空白。
三、
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无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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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王海波因持有的普通支票 3 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
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王海波。二、公示催告的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罗东川充分
肯定了筹备设立“一站式”国际商事
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取得的各项工作
成绩，并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际合作宏观设
想，也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最大的公
共产品。建立健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
机制，
对于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
妥善
化解纠纷，保障“一带一路”建设行稳
致远，意义重大。罗东川强调，首批纳
入“一站式”
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
机制的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调解机
构，应充分发挥创造性和能动性，与
国际商事法庭、国际商事专家委员齐
心协力，开展相关工作，积极探索与
尝试，使“一站式”机制发挥实效，
为中外当事人提供公正、高效、便
利、快捷、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服务。
罗东川还结合国际商事法庭的职能定
位和特点，对加快健全国际商事法庭
案件审理机制、加强法律服务资源的
协调合作与信息共享、加大国际商事
法庭宣传提出了明确要求。

票据：
号码01229221、01194209、01175111，
付款行中山小榄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泰丰支行，
出票人王海波，
票面金额空白，
收款人空白。
三、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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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武汉泓运鑫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承兑汇票 1 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武
汉泓运鑫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
票面号码 40200052/23815177，票面金额伍拾万元整，出票人洛阳
坦邦镍钼有限公司，出票日期贰零壹捌年陆月壹拾叁日，收款人伊
川县元邦矿产品有限公司，到期日贰零壹捌年壹拾贰月壹拾叁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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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申请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伊川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洛阳长盟铝业有限公司因遗失河南伊川农村商业银行签
发的股金证，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
人：洛阳长盟铝业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内容：股金证，凭证号码
145000016125，股权账号：66201013011001574018，股权数：3938.22
万股。三、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无人申请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股金证失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股金证权利的行为无效。[河南]伊川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省中楚亨通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1 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河南省
中楚亨通贸易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的票号：
31300052/30518455，出票日期：贰零壹捌年零叁月零贰拾日，出票人
全称：国药控股焦作有限公司，出票人账号：5004103500010，付款
行全称：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全称：河南省中楚
亨通贸易有限公司，账号：41050160633600000030，开户银行：建
行滑县新区支行，出票金额：人民币（大写）叁万贰仟伍佰叁拾陆
圆元整，汇票到期日：贰零壹捌年零玖月零贰拾日。三、申报权利
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四、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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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