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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分类广告

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
●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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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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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分类广告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写字间楼

正弘大厦
二七路地铁口旁临街写字间

招租66210038、13513805862

出租仓库厂院

●30亩国有工业用地寻求合作

标准厂房租售18637101529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让饭店酒吧

●保全街300平纯一层绝佳位
置饭店转让13298158168

公告

●冯东辉：河南工程学院通知
你于2018年12月6日前到学
校人事处办理相关手续。

声明

●遗失声明

赵安业(身份证：412901194
103153037)医师执业证书不

慎丢失，证书编号:141411
381000366特此声明作废。

●杨彭涛身份证410823198011
300852从业资格证丢失作废

●郑州丹尼斯生活广场有限公

司大学店分公司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副本遗失许可证号

410101227095特此声明。

●王维恒豫AX35Q5机动车保单

原件遗失交强险保单号PDZA
20184101DAM0305419商业险

保单号PDAA20184101DAM0
268948，声明作废。

●太康县耀军植保服务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93411627577624
811U，法定代表人安耀军，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马付轩遗失河南银基广场二
楼意向金一万元整，收款单
号1809250100000000001，
声明作废。
●谷聪聪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
院应用英语专科毕业证丢失，
编号：12747120170600113
4，声明作废。
●陈建敏产权证号：05010311
17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此
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
予以补发。
●郑州爱铁实业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4101030221775）丢
失，声明作废。
●郑州申艺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4101030117421）
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中原区浩浩副食百货
小超市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2
MA3XGC9347声明作废
●赵丽锋遗失河南许昌师专毕
业证书，编号:文凭登记（99
1)许毕字第756号，声明作废
●曹海平 男“河南省人民警

察学校中专毕业证”（1984年
7月毕业）丢失。声明作废

转让物资设备

●转让7成新杭州科兴水处理

和广州达意隆罐装设备各1套
03716031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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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购物资设备 ●包装印刷 ●转让物资设备●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朱广义、贺法群、朱狗
妞、宋新安，是这起案件的4
个再审申请人，他们世代居
住的地方，曾经叫“祭城”。

很多人打官司是为了
钱，而老朱几个人为的是情
怀。

“祭城”，原为祭城镇，位
于郑州市郑东新区，2005
年，在该镇所辖范围内的熊
儿河北岸修建了一条道路，
西起商务内环，东至东四环，
长 9.8 公里，当年 12 月命名
为“祭城路”。

随着城市发展，祭城镇
于2006年被撤销，同时分立
为两个办事处，2010年由郑
东新区对其中的金水区祭城
路街道办事处实行代管，更
名为郑东新区祭城路街道办
事处。

2015 年 1 月，郑州市郑
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在征求公
众意见后向郑州市政府提出
了建议将“祭城路”更名为

“平安大道”的请示，2015年
4 月 14 日郑州市政府第 25
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将“祭
城路”更名为“平安大道”。
2015 年5月21 日，郑州市政
府发布了《关于祭城路更名
平安大道的通告》。

老朱等人无法接受。在
当地人看来，祭城作为地名
已有3500多年历史，有很深
的文化积淀。

同年9月，朱广义等4人
为代表，一纸诉状将郑州市
人民政府告上法庭，提起了
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责
令郑州市政府撤销《关于祭
城路更名平安大道的通告》
并恢复原“祭城路”路名。大
河报 2015 年 10 月 21 日 A05
版以《祭城多名居民起诉郑
州市政府》为题予以报道。

2016 年 2 月 2 日，新乡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
了审理，依法认定朱广义等
人缺乏行政诉讼上的利害关
系，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
主体资格，对其起诉予以驳
回。一审宣判后，朱广义、贺
法群、朱狗妞、宋新安不服，
上诉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

2017 年 4 月 6 日下午，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

省高院认为，一审原告
的利益诉求虽反映了公民对
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但尚
未形成行政诉讼上的利害关
系，其不具有提请法院审查
被诉道路更名行为的起诉资
格。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
法律正确。据此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一审裁定。

随后，朱广义等人不服
该行政裁定，向最高人民法
院第四巡回法庭提出了申请
再审。

历时3年 祭城路更名案尘埃落定
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驳回朱广义等人再审申请，平安大道路名不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文 白周峰 摄影

祭城路更名为平安大道，引起当地居民争议。2015
年，朱广义等居民一纸诉状，将郑州市人民政府告上法庭，
请求依法责令郑州市政府撤销《关于祭城路更名平安大道
的通告》并恢复原“祭城路”路名。因为一条路的路名引发
的“民告官”官司拉开长达三年的帷幕。新乡中院一审、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朱广义等人均没有获得支持。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依法驳回朱广义等
居民再审申请，宣告了这场官司的“尘埃落定”，同时也宣告
了几位居民希冀郑州市政府撤掉《关于祭城路更名平安大
道的通告》的愿望，在当前法律范畴止步。

朱广义等人申请再审的理由是啥？最高人民法院第四
巡回法庭为何驳回居民申请？记者进行了采访。

“祭城”中的“祭”在2003年4月第1版《辞海》中记载如下：“祭（zhài），古国名，姬
姓。始封之君为周公之子。原为畿内之国，后东迁，在今河南郑州东北。另见ji。”

在郑州市郑东新区规划中，原祭城镇的“祭城村”被拆迁，考古人员在此发掘了古代
“祭伯城”的遗址。2013年5月，“祭伯城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2013年郑州市郑东新区将兴建“祭伯城遗址公园”列入当年政府投资计划并
已动工建设。

郑州市政府在一审时称，作为郑东新区地名“祭城”的“祭”应读作“zhài”，而郑州方
言中把“祭”读成“zhà”，一直沿袭至今。

再审申请被驳回

作为居民，朱广义等4人
是否具有提起该行政诉讼的
主体资格，是案件争议的焦
点，《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
一款第十二项如何理解与适
用，成为关键。

朱广义等人认为，“人民
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除了行
政机关侵犯行政相对人的财
产权、人身权以外，还应该包
括其他合法权益”。“祭城路的
更名所引发的名称使用权、姓
名权、荣誉权等”，“是类似人
身权性质的特殊的精神文化
权益”，“当然应该受到法律保
护”。

在接到朱广义等四人的
再审申请书之后，最高人民法
院第四巡回法庭分党组副书
记、副庭长李广宇担任审判
长、法官阎巍、仝蕾担任审判
员组成合议庭，对他们的再审
理由进行了认真审查，虽对他
们强调的“历史传承、文化认
同、乡愁情结、灵魂归宿”表示
理解，但也认为在法律层面，
该再审理由难以推翻驳回起
诉的原审裁判。

法院认为，《行政诉讼法》
的立法目的之一，是“保护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
益”，权利保护范围逐步扩大
也是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必
然趋势。《行政诉讼法》第十二
条第一款第十二项的修改就
是一个具体体现。该项是一
个兜底条款，所谓的“其他人
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既
包括前面各项所列举情形之
外的其他人身权、财产权，也

包括法律、法规规定的人身
权、财产权以外的其他合法权
益。不过，当原告主张一项权
利，是否属于权利保护范围是
一回事，是否属于他自己的权
益是另一回事。即使某些权
利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
权利保护范围，但如果被诉行
政行为并非针对特定个人，如
果原告只是有可能受到被诉
行政行为影响的不特定公众
中的一个或者一部分，那他也
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

综上，法院认为再审申请
人朱广义等再审申请不符合
《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
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
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驳回
朱广义等人再审申请。

呼唤地名管理
更加法治化

虽然驳回了朱广义等人

的申请，但最高人民法院第四
巡回法庭对这场耗时3年的

“祭城地名之诉”，给出了观点。
一个长期形成的地名，会

成为一个地方的符号，成为当
地人情感所系的标志。正因
如此，《地名管理条例》对地名
的更改规定了严格的原则、程
序和审批权限。要求“从我国
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出发，保持
地名的相对稳定”，“可改可不
改的和当地群众不同意改的
地名，不要更改”。

不可否认，地名更改的乱
象，不仅“损害了地名文化，割
断了历史文脉”，也呼唤着地
名管理更加法治化。如果能
为地名更改中的公民参与提
供切实可行的法律救济，如果
能为地名的命名、更名、销名
等行政决策设置一个犹豫期，
让公民或者有关社会团体在
相关行政决策真正付诸实施
之前能够有机会提起一个预
防性的禁止诉讼，将会减少盲
目决策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和
财政成本。

一条路更名引发“民告官”官司

2015年“祭城路”更名为“平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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