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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规范化改革系列评论之

量

刑

规

范

化

改

革

刚

刚

起

步

任

重

道

远

本
报
特
约
评
论
员

量刑规范化改革试点成效明
显， 得到了党委、 人大的充分肯
定， 公安、 检察、 司法行政等部门
积极支持， 专家学者理论认同， 人
民群众充满期待， 为量刑规范化改
革全面试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各
级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 切实统一
思想认识， 准确把握改革内容， 细
化执行标准， 搞好法官培训， 精心
组织实施， 确保改革取得预期成
效。

统一思想认识， 加强组织领
导。 量刑规范化改革全面试行在
即， 不再是要不要搞的问题， 而是
如何搞好、 如何贯彻好、 如何全面
试行好的问题。 各级人民法院一定
要从全局高度认识中央这一决策部
署的重大意义， 把思想认识统一到
中央量刑规范化改革部署和周永康
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 贯彻落
实好王胜俊院长的重要批示精神，

按照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部
署和要求， 把量刑规范化改革工作
列入到党组的重要议事日程， 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 并在人力、 物力、

财力等方面提供有力的保障， 确保
量刑规范化改革工作顺利开展， 把
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准确把握改革内容， 细化执行
标准。 试点实践证明， 量刑规范化
改革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是符合
审判实际和量刑规律的。 各地法院
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准确把握改
革内容， 切实掌握量刑的基本方法
和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确保试行
文件的正确执行。 各高级人民法院
要结合本地审判工作和社会司法环
境实际，按照规范、实用、符合审判
规律的原则要求， 认真研究制定实
施细则，依法、科学、合理地细化执
行标准， 保证实施细则的规范性、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确保量刑规范
化改革顺利实施。

搞好法官培训， 精心组织实
施。 搞好法官培训， 提高法官的思
想认识， 让法官全面掌握和正确理
解改革的内容， 是推进量刑规范化
改革的关键。 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对
高、 中级人民法院的院、 庭领导和
师资力量进行了培训。 各高级人民
法院要搞好刑事法官全员培训， 确
保所有刑事法官能够了解掌握量刑

规范化改革的意义、 内容和做法。 各地法院要按照最高法
院的工作部署和要求， 通盘考虑试行中的各项工作， 认真
制定工作方案， 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不能因为组织不
周而出现量刑一时的大起大落， 给工作造成损失。

及时总结经验， 不断完善提高。 量刑规范化改革作为
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 虽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但只是
刚刚开始， 在全面试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
和问题， 需要有一个不断总结、 不断提高、 不断完善的过
程，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此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任何
事物都有两重性， 量刑规范化改革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
的。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在中国现实的国情下， 这一改革
的利远远大于弊， 应当坚定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信心。

各地法院要注意及时总结试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对发现的问题要认真研究解决办法， 既不能把出现的问
题无限放大， 否定改革的成效， 也不能对出现的问题熟
视无睹， 束手无策， 不能积极稳妥地及时解决。 要通过
试行不断发现问题， 不断研究解决问题， 不断提高量刑
规范化工作水平， 为全面正式实施量刑规范化奠定坚实
的基础。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新中国刑事法制发展进程中的一件
大事， 全面试行在即， 任重道远， 只有统一思想， 群策群
力， 勇于实践， 扎实工作， 才能贯彻好、 落实好、 执行好
这一重大工作任务。 各级人民法院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努
力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 脚踏实地
的工作、 求真务实的作风， 积极稳妥地推进量刑规范化改
革， 确保量刑规范化如期顺利试行，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为加强审判管理， 完善法庭记录
方式， 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促进
司法公正， 根据有关诉讼法规定， 结
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

,

现就庭审活动
录音录像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第一审普

通程序和第二审程序刑事、 民事和
行政案件， 应当对庭审活动全程同
步录音或者录像； 简易程序及其他
程序案件， 应当根据需要对庭审活
动录音或者录像。

对于巡回审判等不在审判法庭

进行的庭审活动， 不具备录音录像条
件的， 可以不录音录像。

二、 人民法院应当在审判法庭安
装录音设备； 有条件的应当安装录像
设备。 人民法庭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
部分审判法庭安装录音或者录像设
备。

三、 庭审录音录像应当由书记员
或者其他工作人员自案件开庭时开始
录制， 并告知诉讼参与人， 至闭庭时
结束。 除休庭和不宜录音录像的调解
活动外， 录音录像不得间断。

书记员应当将庭审录音录像的起
始、 结束时间及有无间断等情况记入
法庭笔录。

四、 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对
法庭笔录有异议并申请补正的， 书记
员应当播放录音录像进行核对、 补
正。 如果不予补正， 应当将申请记录
在案。

五、 人民法院应当使用专门设备

存储庭审录音录像， 并将其作为案件
材料以光盘等方式存入案件卷宗； 具
备当事人、 辩护人、 代理人等在人民
法院查阅条件的， 应当将其存入案件
卷宗的正卷。 未经人民法院许可， 任
何人不得复制、 拍录、 传播庭审录音
录像。

庭审录音录像的保存期限与案件
卷宗的保存期限相同。

六、 人民法院应当采取叠加同
步录制时间或者其他措施保证庭审
录音录像的真实性、 完整性。 对于
毁损庭审录音录像或者篡改其内容
的， 追究行为人相应的行政或者法
律责任。

因设备、 技术等原因导致庭审录
音录像内容不完整或者不存在的， 负
责录制的人员应当做出书面说明， 经
审判长或者庭长审核签字后附卷； 内
容不完整的庭审录音录像仍应存储并
入卷。

七、 在庭审中， 诉讼参与人或者
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纪律或者有关法律
规定， 破坏法庭秩序、 妨碍诉讼活动
顺利进行的， 庭审录音录像可以作为
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证据。

八、 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认
为庭审活动不规范或者存在违法现象
的， 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庭审录音录像
进行调查核实。

九、 人民法院院长、 庭长或者纪
检监察部门， 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调阅
庭审录音录像。 调阅不公开审理案件
的庭审录音录像， 应当遵守有关保密
规定。

十、 高级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当地
实际， 在庭审录音录像的技术、 管
理、 应用等方面制定本规定的实施细
则。

十一、 人民法院进行其他审判、

执行、 听证、 接访等活动， 需要录音
录像的， 参照本规定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了《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庭审活动录音录像的若
干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最高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
责人为此回答了记者的问题。

记者： 《规定》 是最高人民法院
第一次对庭审活动录音录像发布的规
范性文件， 请您介绍一下该《规定》

的目的和背景。

答： 庭审记录是人民法院法庭活
动的记载，具有诉讼证据的性质，是人
民法院对案件做出裁判的重要基础，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前我国法庭记
录主要采取两种方式： 传统笔录和电
脑录入。为加强审判管理，发挥科学技
术在诉讼活动中的作用， 充分保护当
事人的诉讼权利，促进司法公正，最高
人民法院决定制定本《规定》，对庭审
活动进行录音录像， 以期完善庭审记
录方式，规范法官庭审行为。

记者： 那您可以谈谈出台《规
定》 是为了解决哪些具体问题吗？

答： 出台《规定》 主要是为了解
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当诉讼参与人对笔录有异
议时缺乏有说服力的核对依据。 根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的规
定， 当事人对自己的陈述记录有遗漏
或者差错的， 有权申请补正， 但是由
于缺乏有说服力的核对依据， 容易导
致书记员与当事人形成争执。 这也可

能成为当事人对案件提起上诉或者
申诉的理由。

第二， 对法官庭审活动缺乏有
效的监督。 近年来， 有媒体报道法
官在法庭上行为不检， 但是由于这
不属于法庭记录的内容， 致使人民
法院查处时又找不到相应的证据，

既对涉事法官无从处罚， 又对媒体
难以进行有力的回应。

第三， 对认定扰乱庭审秩序行
为缺乏充分的证据。 近年来， 当事
人在法庭上的过激行为时有所现，

冲击法庭、 辱骂法官、 毁损证据等
破坏庭审秩序的行为有所增多， 法
官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但是对这些
行为人进行处罚的却相对较少， 其
中一个原因就是缺乏认定破坏庭审
秩序行为的证据， 虽然有时法庭笔
录上会有所反映， 但是往往过于简
单， 记录不够完整、 具体， 难以作
为进行处罚的依据。

现代电子音像技术已经非常成
熟， 越来越多的行业将电子音像作
为记录的主要手段或者辅助性工
具。 我们希望通过对庭审进行录音
录像， 运用现代科技解决上述问
题， 这也是人民法院一项重要的司
法改革项目。

记者： 诉讼法规定“法庭笔
录” 是庭审活动的法定记录方式，

目前法律还没有规定“庭审录音录

像” 的法律地位， 请问《规定》 对庭
审录音录像是如何定位的？

答： 是的， 我国刑事诉讼法、 民
事诉讼法都规定了法庭笔录为庭审活
动的记录方式， 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
这方面的内容， 从合法性来讲， 录音
录像不是法定的庭审记录方式。 本着
依法改革的精神， 在诉讼法有关规定
没有修改的情况下， 录音录像不能取
代法庭笔录， 但是， 它可以作为书记
员补正笔录或不予补正的依据， 避免
当事人与书记员对笔录是否需要补正
产生不必要的争执， 以增强法庭笔录
的证明力， 也有利于提高书记员及诉
讼参与人对法庭笔录签字重要性的认
识。 由于庭审录音录像还具有法庭笔
录之外的其他功能， 因此， 本《规
定》 中的庭审录音录像应当定位为人
民法院审判管理性措施、 提高法庭记
录质量的辅助性手段。 《规定》 既对
传统法庭记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
性的解决方案， 又没有突破现行法律
规定。

记者： 《规定》 要求对第一审普
通程序和第二审程序案件的庭审活动
进行录音录像， 对于简易程序及其他
程序案件， 根据需要对庭审活动录音
或者录像， 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 对第一审普通程序和第二审
程序案件的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

是因为这些案件相对重大复杂， 审理

程序本身要求规范， 有必要用录音录
像将法庭审理活动的详细情况记录下
来。 考虑到简易程序案件解决矛盾纠
纷的实际需要， 避免录音录像加重当
事人的心理负担， 以及人民法院迅速
审结案件的实际情况， 故对于简易程
序案件、 不具备录音录像条件的巡回
审判不要求一律录音录像， 但是应当
根据需要来决定是否对庭审活动录音
或者录像。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我们才规定人民法庭可以根据实际需
要在部分审判法庭安装录音或者录像
设备， 在基层人民法院以及以上所有
法院， 我们要求在审判法庭都安装录
音或者录像设备。

记者： 《规定》 对庭审录音录像
提出了哪些具体要求？

答： 庭审录音录像必须具有真实
性、 完整性。 《规定》 要求庭审录音
录像应当由书记员或者其他人员自案
件开庭时开始录制并告知诉讼参与
人， 至闭庭时结束。 除休庭和不宜录
音录像的调解活动外， 录音录像不得
间断。 人民法院应当采取叠加同步录
制时间或者其他措施保证庭审录音录
像的真实性、 完整性。 书记员应当将
庭审录音录像的起始、 结束时间及有
无间断等情况记入法庭笔录， 以使法
庭笔录和庭审录音录像互相印证。

记者： 庭审录音录像和庭审公开
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还规定了未经人

民法院许可， 任何人不得复制、 拍
录、 传播庭审录音录像？

答： 庭审录音录像是法庭记录的
辅助性手段，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
助于司法公开。 庭审录音录像具有案
件材料的性质， 《规定》 要求以光盘
等方式存入案件卷宗， 和其他案件材
料一样， 未经人民法院许可， 任何人
不得复制、 拍录、 传播庭审录音录
像。 《规定》 要求， 具备当事人、 辩
护人、 代理人等在人民法院查阅条件
的， 应当将其存入案件卷宗的正卷，

允许当事人等查阅。 由于录音录像自
身易传播的特点， 如果不具备当事
人、 辩护人、 代理人等在人民法院查
阅的条件， 人民法院可以将其存入副
卷， 以避免被不法复制、 拍录、 传
播。 除了作为案卷材料所发挥的作用
以外， 该《规定》 还规定人民法院院
长、 庭长或者纪检监察部门可以根据
工作需要调阅庭审录音录像， 发挥对
庭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作用。 当
然， 调阅不公开审理案件的庭审录音
录像， 应当遵守有关保密规定。

记者： 有了庭审录音录像， 法庭
记录方式更加完善， 庭审活动应该更
加规范， 肯定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争
执， 也有利于树立人民法院公开透
明、 敢于接受监督的形象。

答： 这正是我们制定该《规定》

所期望的效果。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各级军事法院、 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基层
法院、 各海事法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法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庭审活动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 印发给
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六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庭审活动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

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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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庭审活动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加强庭审管理 促进司法公正

———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负责人就《关于庭审活动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罗书臻

毛才杨：本院受理北京鼎华峰玻璃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答辩
期满后次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52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刘京全： 本院受理周晶诉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答辩期满后次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52

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北京龙庭商务酒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昌华诉你

公司单位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次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
44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仁艳梅： 本院受理原告关志保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以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日期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次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金海湖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

魏军：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粮食集团有限公司诉被
告北京安捷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魏军、安捷联投资有
限公司、东莞联洋油脂有限公司、福建省联合油脂发展
有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复印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交换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变更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等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另，本院定
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上午
9

时
30

分， 在本院第十四审
判庭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

2011

年
1

月
11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市新世纪成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中房集团南

方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国贸支行申请追加中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国
住房投资建设公司作为与深圳市新世纪成功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中房集团南方置业有限公司执行案的被执行
人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证
据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指定举证期限通知书、听证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公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0

日。 开
庭时间定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
9

时
30

分，开庭地点为
本院第二十一审判庭，请准时到庭。 逾期则依法裁判。

[

广东
]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张明哲、吴志强、陈冬娜、吴治荣、陈俊萍、袁玉文、

袁萌孜、李春省、林小丽、郭翠萍、向雄武、龚丽琴、杨春
悦、王清平：本院受理原告李辉等

12

人诉被告海口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及第三人张明哲、吴志强、钟焕仍、吴治
荣等

20

人房屋登记行政管理纠纷，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行政起诉状、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你们应在开庭前提交书面陈
述意见及相关证据。 本案定于

2010

年
12

月
2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本院大法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海南
]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高斌、山西百歌担保有限公司（原名山西融鑫担保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漪汾
支行诉你们及被告太原市阳光新华夏汽车连锁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

山西
]

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程平、山西百歌担保有限公司（原名山西融鑫担保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漪汾
支行诉你们及被告太原市阳光新华夏汽车连锁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

山西
]

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白纪蓉、山西百歌担保有限公司（原名山西融鑫担保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漪
汾支行诉你们及被告太原市阳光新华夏汽车连锁有限公
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人员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

山西
]

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孙卫文、田芳、于俊生、张志文、赵安民、郑四保、山

西鼎立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漪汾支行诉你们及王德原、闫四昌、张培玉、张
伟、太原市阳光新华夏汽车连锁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十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

山西
]

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申松彦： 本院受理原告冯凯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

山西
]

襄垣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哈密海翔资源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银行承
兑汇票（出票日期为贰零壹零年捌月拾柒日，到期日期
为贰零壹壹年贰月拾柒日， 汇票号码：

02624083

，票
面金额为贰拾陆万元（

260000.00

元），出票人为新疆化
工集团哈密碱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哈密海翔资源有限
责任公司，付款行为乌市商行和平北路支行，持票人为
申请人），

2010

年
8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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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疆
]

哈密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昆明市西山区万鑫建材经营部于

2010

年
9

月
13

日遗失的中国农业银行昆明龙庭支行银行转账支
票一张（票据号：

03783513

；票面金额：人民币
26000

元；

出票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昆明龙庭支行；付款银行：中国

农业银行昆明龙庭支行；付款人：昆明市西山区万鑫建
材经营部；收款人：空白；出票时间：

2010

年
9

月
8

日），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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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云南
]

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宜兴市金田化工有限公司因持浙商银行杭州

萧山支行签发的编码为
GA/01-00154279

号的银行承兑
汇票（票面金额

79600

元，出票人杭州欣阳三友精细化工有
限公司，收款人启东金美化学有限公司，背书人吴江梅堰三
友染料化工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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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六
条规定，现予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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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戴兆镇申请宣告戴金根死亡一案，经查：戴
金根，男，

1953

年
4

月
23

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杨
浦区平凉路

2278

号。 于
1995

年
12

月
1

日起，下落不明
已满

4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戴金
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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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申请人韩乃君、申请人潘淑云要求宣告
韩永江死亡一案，经查：韩永江，男，黎族，

1979

年
12

月
19

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西苇镇
椽子沟村七组。原身份证号码为：

220323197912196311

。

2010

年
6

月
17

日，“辽瓦渔
75047

” 号渔船在大连旅顺
海域被一艘货轮撞沉，船上船员韩永江落水失踪，现发
出寻人公告，希望韩永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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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海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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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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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通过审判过程的
公开， 避免法官与一方当事人单独
接触， 确保裁判者的中立性和裁判
结果的正当性； 通过一系列的裁判
文书上网、 庭审直播等公开措施，

不仅有效地降低了民众了解司法的
成本， 方便民众零距离触摸法治，

也在法院形成一种“倒逼” 机制，

促使法官提升裁判文书的质量和庭
审驾驭能力。 在阳光下运行产生的
裁判结果更能得到民众的认同， 也
更能让当事人接受。

阳光司法让法官更自律。 在一
人独处和众人聚集的不同场景下，

个人对自己的要求会大相径庭。 将
司法活动放在阳光下， 会让法官更
加注意自己的行为、 形象， 更加注
意社会对自己的评价， 更加注意法
律同行对自己的认可。 他们会努力
展现自己健全的人格、 良好的职业

道德操守、 精湛的法律能力， 努力
避免当事人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的
怀疑。 阳光司法可以让法官更加严
于律己， 让自己的行为更加光明坦
荡。

阳光司法让队伍更廉洁。 司法
廉洁是司法公正的生命， 也是树立
司法权威的关键。 阳光是最好的防

腐剂。 促进司法廉洁的措施已有不
少， 但最有效、 最直接、 最经济的还
是司法公开。 司法公开能够将司法活
动的全貌展现在民众面前， 让腐败无
处藏身。

阳光司法本身不是最终目的， 而
只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方式和
手段。 人民群众对阳光司法的期待，

最重要的是公正， 最根本的是廉洁。

阳光司法容不得半点尘埃和阴暗。 敞
开大门， 荡涤尘埃， 让人民群众实实
在在感受司法阳光的温暖， 是我们义
不容辞的责任。

司法公开宣传月活动虽然只开
展一个月， 但是司法公开的努力永
远不会终止。 随着民主政治的进
步， 人民群众对司法公开的期望会
越来越高。 而对于人民法院来说，

人民群众想知道的， 就是我们要公
开的。

加强司法公开推进阳光司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