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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娄辰罗博
府院观察

快给民间慈善穿上“羽绒服”

□

巢江淮
获罪留任：“环保执法”的另类困境

“以罚代管” 亟待治理
乐陵市检察院表示， 当初对两人

提起公诉， 主要是因为这两人对乐陵
市木糖醇厂只注重收取排污费， 对其
排污情况则没有严格检查， 对这家企
业在限期治理期间仍然超标排污的违
法行为没有制止纠正， 致使木糖醇厂
将大量含有酸性物质的生产污水直接
排入农业灌溉沟渠中， 造成了

17.1

亩基本农田被污染。

在采访中，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基层环保工作人员表示， 此次事件反
映了环保执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即
“重罚轻管”、 “以罚代管” 的痼疾亟
待治理。

据了解， 今年上半年， 乐陵市人
大常委会组织执法检查组对环保局、

安监局、 工商局、 质监局进行了执法
检查。 发现一些部门确有以罚代管、

趋利执法、 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不够
规范、 透明度不高、 主观任意性较大
等问题。

上述基层环保工作人员认为， 收取
排污费的目的， 是为了警示和制止污
染， 是一种惩罚性质的收费， 而不是对
违规排污颁发许可证。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说，

“以罚代管” 既“罚” 不出企业对环境
保护的重视， 也“罚” 不出一个地区的
青山绿水， 却有可能迷失环境监管的本
意， 并且损害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怎么挽回？

乐陵市木糖醇厂废水污染基本农
田， 是这起“渎职队长留任原职” 事件
的根本诱因。 这家位于乐陵市寨头堡乡
杜家村的企业目前已经破产。 受乡政府
雇用看守厂门的附近村民尹玉坤日前告
诉记者， 这家企业破产一年多了， 企业
负责人遭遇车祸身亡， 企业资产拍卖以
后支付了职工工资。

尽管时过境迁， 但有人质疑， 企业
缴纳了罚款， 地方财政获取了罚没收
入， 环保部门负责监管的执法队长、 副
队长也因执法不力而获罪。 然而， 因农

田污染蒙受损失的公共利益， 谁来救助
挽回？

据了解， 乐陵市木糖醇厂当年污染
基本农田一案， 企业对受污染农户支付
了一定的补偿。 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些村
民说， 受污染农田有些赔偿， 当时村里
人天天闻着怪味， 这样的公共利益受
损， 如何救助和挽回？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鲁仁认
为， 环保部门的天职就是保护环境， 为
公共利益进行代言， 这个案例警示环境
保护部门要继续加大环境执法力度， 尽
可能在“防” 字上下工夫， 而不只是事
后追偿。

鲁仁认为， 在国内外已发生过的
众多污染案例中， 环境公共利益总是
受害一方。 我国目前的环境公益诉讼
虽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但总体上看，

还有待完善相关机制。 在公众缺乏相
关专业知识、 公益组织建设尚不完备
的情况下， 各级环保行政机关和检察
机关， 应当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

（据新华社）

� � 11

月
29

日， 中国首善陈光标
为南京秦淮风光带上的一名保洁员
过生日， 同时给另外

49

名秦淮风光
带的环卫工发红包。 然而

7

日， 南
京夫子庙景区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
的环卫工向记者打来电话， 称发给
他的红包被上级收走了， 还收走了
同时发的羽绒服。 记者得知， 由于
当时接受捐助的环卫工是部分代表，

这些善款善物将被用于该景区所有
环卫工平均分配， 而衣服也将通过
年终评先进来择优发放。 （

12

月
8

日《扬子晚报》）

看到这条新闻， 笔者的感觉似
冬季的寒风袭来， 不禁打了一个寒
战。 得到的温暖被收走， 环卫工在
打“寒战”； 陈光标获悉这个消息想
必也会打“寒战”， 承诺“裸捐” 的
他经不起这样的“寒风”， 他把温暖
送给环卫工， 而行政力量几乎是强
行进行“二次分配”， 相信没有征求
过他的意见； 甚至是还很弱小弱势
的中国民间慈善也在打“寒战”， 民
间“点对点” 的捐款捐物， 就是削
弱行政力量， 淡化官办慈善色彩，

让温暖一步到位。 陈光标曾说：

“我从来不跟政府打交道”。 但是，

有关政府机构还是想把行政力量
“夹” 在红包里。

陈光标的捐款捐物“被平均” 并
非偶然， 它是政府一直以来主导慈善
体制的“必然”。 针对汶川大地震善
款可能八成流入财政专户的报道， 民
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
王振耀回应说， 公众把资金捐给慈善
组织， 但最后还是由政府来执行项
目， 这是个很现实的体制问题。 王振
耀说， 纳入国库管理也有优势， 比如
捐赠使用都有审计， 不会出现挪用。

现行慈善体制处于尴尬的境地———由
政府主导的慈善体制， 不仅发展缓
慢， 而且是在善款使用上也数次出现
违规违法情况， 在及时性上又慢半
拍， 政府的公信力也由此受到怀疑，

用于监督审计的行政成本也是极高
的。 与此同时， 民间的慈善力量与潜
能受到体制的约束， 成为“长不大的
孩子”， 永远是“配角”。

有评论认为， 慈善事业的非政
府特性， 决定了慈善应走向广阔的社
会， 慈善的生命力在民间。 还有评论
认为， 一个权利充分张扬、 受尊重的
社会， 必然是一个民间组织发达、 活
跃的社会。 反之， 一个权力十分强
势， 管得过宽过死甚至无孔不入的社
会， 必然是一个权利相对孤弱、 民间
组织严重发育不良的社会。 民众的愿
望与预期恰恰是， 政府该放手时就放
手， 发展慈善事业， 要尽快形成“公
退民进” 的新机制。 在推动慈善事业
发展上， “公退民进” 就是对公民社
会的“慈善”。 政府即便需要“伸
手”， 也不是指挥或支配， 只能是
“扶上马， 送一程”。

笔者认为， 其实， 消除慈善体
制性弊端， 可以实现双赢。 一是，

政府逐步从慈善事业中“退出”， 可
以腾出更多的精力、 节省更多的行
政成本， 做自己“有限责任” 内的
事； 二是， 让慈善根植于民间沃土，

尽快长大。

快给民间慈善穿上“羽绒服”

吧。 幼小的民间慈善不能再被“权
力寒风” 袭击。

短信证据渐出“水面”

据报道，在法国，一直以来手机短信
都可以被认作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

然而在离婚案等民事案件中却始终未被
采纳为证据使用， 甚至有法院将此举认
定为对隐私权的侵犯。 直至

2009

年
6

月，法国最高法院在审理一宗离婚案时，

才首次确认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可作为
指证一方的证据。

2005

年
4

月
1

日， 我国开始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 其中对
于商务领域电子证据的认定问题做出了
规定。 是年

7

月
14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法院依据此法， 对于受理的一起借款
纠纷作出一审判决， 支持原告杨某提出
的要求确认被告韩某向其借款人民币
1.1

万元整的事实。其中法院作出此判决
使用的一项重要证据就是杨某向法院提
交的韩某承诺还款的

18

条短信。

这是在电子签名法实施后国内法
院作出的首例采纳短信证据的案件，一
时间轰动司法界， 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其后， 此类案件相继出现在司法审判
中。 但是适用状况却不甚理想。

据记者了解，今年以来，仅北京市房
山区人民法院燕山法庭受理的案件中，

就有
23

起案件的当事人要求适用短信
做证据，其中只有

5

起被法官予以采信。

当然，每个案件都有其个中原因存在，但
可以看到， 现在使用短信作为法庭审判
的证据， 不论是对于当事人的举证还是
对于法官的认证，都存在较大难题。

法律规制尚欠“火候”

尽管有着海淀法院第一例短信证据
采信的先例， 但其后出现的问题的多样
化还是让法官应接不暇。“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这是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燕山
法庭庭长助理宋晓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面对各种各样的案
件， 怎样才能让当事人心服口服地接受
判决结果， 的确应该是法官作出裁量时
该有的思考。

从法律依据来讲，对于证据判断规
则多规定于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

这是最为基本的两部法律，主要起到规
定原则、基础引导作用；最高人民法院
在

2001

年
12

月
6

日出台《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也只是就民事
诉讼中较为普遍的七种证据作出相关
规定；

2005

年
4

月
1

日实施的电子签
名法，先后规定了数据电文的合法形式
要求、真实性要求等内容，但由于“其主
要针对商事领域中使用电子数据确权
的案件，以求为这些案件的审理提供便
捷，因此对于其他领域的案件，其还是
不能为广泛接受”，中国政法大学民商
经济法学院刘芝祥副教授称。

2010

年
7

月
1

日， 由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
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
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
定》开始实施，其中将电子邮件、电子
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网络博客、

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列入电子
证据， 并对刑事案件中认定该类证据
需审查的内容作出详细规定。 这是我
国首部规定电子证据的司法文件，有
着一定的进步， 但又将适用领域局限
于刑事案件的审判， 给短信证据在民
事方面的适用留下空白。

“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定标
准， 而且法律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将
所有可预见的问题做出规定， 这很
难，”宋晓明无奈的说，“我们只能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但在处理民事案件时，

大多数情况下是将手机短信归入书证
的范畴来适用《证据规定》的。 ”

中国人民大学汤维建教授也认
为，手机短信作为一种间接证据，在使
用中应该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考量，

要结合案件的需要、 案件的重要性、司
法导向等宏观问题， 以利益衡量为基
础，进而做出判断，不能一概而论。

对此， 刘芝祥副教授则进一步提
出， 关于此类证据的诚信与履行问题

是现有制度的缺陷所在。 如果日后能有
相关的法律出台来规范用户、运营商、服
务商之间的关系， 并辅以配套规范解决
目前电子证据中存在的这些问题， 这将
不仅仅是规范的完善， 更是我国法制建
设的巨大进步。

“保存”

+

“保全” 应予重视
短信虽然具有便捷性，但其易消失、

易破坏的特性也极为突出， 而且到目前
为止， 我国法律对于运营商的规范尚不
完善，使得对于短信证据的提取、使用都
难上加难。

刘芝祥副教授指出， 我国法律并未
禁止对短信证据的使用， 所以手机短信
是存在证明力的。 但是其证明力的大小
则有着很大的不同， 这不仅取决于是否

对短信做出很好的保存、 是否进行了证
据保全， 还取决于现有的短信证据与其
他证据之间的相互验证关系如何， 这是
短信证据认定的关键。

宋晓明也同意此观点， 认为有效的
保存短信， 尤其是在对方不认可该短信
存在的情况下， 有助于短信证据效力的
发挥；如能申请得到运营商的证据保全，

那么对于提高证据的效力将会有不可小
觑的功用。

近年来， 虽然有学者指出以公正手
段对证据进行保全可以增强证明力，也
不乏成功案例出现，但即便如此，其客观
性、 真实性仍是短信证据使用所急需解
决的问题之一。

手机实名助力破解
据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

月，

我国移动电话用户已达
8.05

亿。 而到
8

月底， 全国未登记个人信息的用户数为
3.2

亿， 近
40%

的比例不得不令人咂舌。

这就为短信的真实性认定带来很大的困
扰。

宋晓明举例说，在其接触的一个债务
纠纷中， 一方当事人称对方曾向自己借
款，并向法庭提交对方发送的短信作为证
据。 但对方否认此号码自己曾经使用过，

且该号码并未以实名登记。 因此，法官对
于这项唯一的证据只好不予采信。

今年
9

月
1

日， 在工信部的推动下，

我国的三大移动电话运营商开始实施手
机实名制。这样所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就
是将手机用户的身份和所用手机“绑定”

在一块，有利于排除虚假信息，保障手机
信息真实性，防止手机用户受到欺诈。“如
果上述案例中对方当事人的手机确系登
记在自己名下，那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加强
短信证据的证明力，也会减少很多麻烦。”

宋晓明讲到，他对手机实名制实施的功用
很看好，认为如果能够日趋完善将会对法
院工作带来很大的好处。

短信作为证据的纠结与破解

陈丽丽：本院受理原告张自林诉被告江庆生、陈丽丽股权
转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番法民
二初字第

62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广东
]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
梁嘉渝、郭和利：本院受理原告陈惠萍诉被告你们道路交

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番
法民一初字第

1396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
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
日起七日内按《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

广东
]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
郑国富：本院受理原告惠州市惠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故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

）惠城法民二初字第
286

号民事判
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广东
]

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魏惠华：本院受理原告惠州市惠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2010

）惠城法民二初字第
55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
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

广东
]

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江门市蓬江区泰华贸易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冯杰球诉被告

江门市白沙置业开发总公司、江门市蓬江区泰华贸易公司一般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蓬法民一初字
第

1175

号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
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广东
]

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
周铭赞：本院受理原告林佩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新法民一初字第
1346

号民事
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广东
]

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
莫银英：本院受理原告郑齐永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恩法民一初字第
300

号民事判
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第一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
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广东
]

恩平市人民法院
黎运洁：本院受理原告唐桂炳、唐秀梅诉被告黎运洁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春
法民初字第

969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阳江市
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广东
]

阳春市人民法院
周艳珍：本院受理原告梁炜昌诉被告周艳珍财产损害赔偿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宁民初字
第

379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
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广东
]

广宁县人民法院
王贵龙：本院受理原告韩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09

）太民

二初字第
109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辽宁省阜新
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辽宁
]

阜新市太平区人民法院
杨树森、辽阳市金星耐火材料厂：你们与胡双林、李连岐、

罗玉琴联营合同纠纷一案
[

即（

2008

）辽县民初字第
2046

号
]

，辽
阳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已裁定提审，现依法向
你们送达（

2010

）辽阳民抗字第
4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郝利生：本院受理原告赵桂凤诉你债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灯民初字第
232

号民事判决
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

辽宁
]

灯塔市人民法院
李宏亮： 本院受理原告袁宝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灯民初字第
334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
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

辽宁
]

灯塔市人民法院
灯塔市联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曹永杰诉你及王平、沈阳

新华晟运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2010

）灯民三初字第
2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
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

辽宁
]

灯塔市人民法院
李玉珍、吴志卿：本院受理刘学梅、司福祥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0

）怀
民初字第

26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西省朔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山西
]

怀仁县人民法院
张二林：本院受理原告张彩凤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

）河民初字第
38

号民事
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山西
]

河曲县人民法院
苗海根：本院受理河曲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及郝国华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

2010

）河民初字第
16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西省
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山西
]

河曲县人民法院
景胜平； 本院受理原告杨玉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

）侯民初字第
340

号
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
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山西
]

侯马市人民法院
张智慧：本院受理原告郭荣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

）曲民初字第
535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原告郭荣与你离婚。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山西
]

曲沃县人民法院

秦聪令：本院受理原告解晓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

）曲民初字第
552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原告解晓霞与你离婚。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西省临汾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山西
]

曲沃县人民法院
许建惠、李红：本院受理原告任治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0

）襄民初字
第

42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西省临汾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山西
]

襄汾县人民法院
苏红家： 本院受理李月琴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

）浮民初字第
15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

山西
]

浮山县人民法院
张春燕： 本院受理马京卫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

） 绛民一初字第
32

号民
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
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山西
]

绛县人民法院
孙茂军： 本院受理原告李桂娥诉你离婚一案， 已审理终

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 吐民一初字第
638

号民事
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
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区
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新疆
]

吐鲁番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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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短信成“借据”

“杀熟”是个不能为人所广为接受
的词汇。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确有这样
的情况存在。 此时，就不能怪对方使出
杀手锏———让短信为我作证。

房山法院燕山法庭庭长助理宋晓
明向记者介绍， 在其所了解的一起案
件中， 就有这种情况发生。 此案的
原、 被告曾是姻亲关系， 原告是被告
前妻的近亲属。 在被告与其前妻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 被告曾向原告借款。

直至被告与前妻离婚后， 仍未向原告
偿还。 由于借钱行为发生时， 原、 被
告双方碍于亲戚的情面， 都未提出立
下字据， 因此， 原告在要求被告偿还
借款时被告不承认， 后诉至法院。 最
后， 法官依据原告提出的手机短信证

据， 采纳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判决被
告败诉。

案例二：

鉴定结论辅以短信“自认”

在离婚纠纷中， 涉及婚姻关系双
方的利益较为隐晦， 往往不能找到证
人来证明其中一方的观点。 此时，手机
短信作为双方感情交流的工具， 开始
承担了这个角色。

在今年审理的案件中， 有一起离
婚案与此有关。 妻子以丈夫实施家庭
暴力、 双方感情确已破裂为由向房山
法院诉请离婚。 根据婚姻法规定，婚姻
存续期间有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
成员的情况，经法院调解无效的，应该
准予离婚。 因此，妻子在诉讼中向法院
提供了医院的诊断证明等鉴定结论，

并辅以丈夫发送的一条“认错短息”。

这就在原有的鉴定结论基础上加强了
证据的证明力， 给法官认定存在家庭

暴力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加快了案件
的审结。

案例三：

慎用对方手机短信佐证
同样是在一起涉及离婚的诉讼

中， 妻子以丈夫有外遇为由向法院
提出诉讼， 请求判决解除婚姻关系，

并要求认定丈夫为过错方， 应该适
当少分共同财产。 妻子作为原告向
法庭举证称， 曾在丈夫的手机里看
到有第三人发送的暧昧短信。 但被
告否认此说法。 由此， 原告不能用
此证据证明自己的请求， 法官最终
不予采纳。

对此， 宋晓明称， 经其向移动公
司证实， 移动运营商可以保存用户六
个月之内的短信。 因此， 当事人若经
过合法程序有合法理由向法院申请，

可能会得到支持。 但到目前为止， 宋
晓明所在法庭还未使用此项权利。

案件链接

□

本报实习生焦婷婷

� �

山东省乐陵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大
队大队长张国双和副大队长董艳霞，

在被当地法院判处“有罪” 后继续留
任原职， 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

一些人士表示质疑， “获罪留
任” 的背后会不会另有隐情？ 为此，

新华社“新华视点” 记者进行了调查
追踪。

2008

年初， 张国双、 董艳霞二
人在环保执法过程中“重收费、 轻检
查”， 致使

17.1

亩基本农田被污染，

被乐陵市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 免
予刑事处罚。 此后， 这两人仍继续担
任原职长达两年多时间。 乐陵市委新
闻发言人李玉胜向记者证实了上述事
实。

部分群众认为， 这两个人因为环
保执法不力被法院判罪， 之后二人仍
然担任原职， 管理原有的事务， 这是
不是对渎职行为的一种纵容？

乐陵市委新闻发言人李玉胜说，

媒体披露此事后， 乐陵市成立了调查

组。 经调查认为， 在法院作出张、 董
二人“有罪” 判决后， 乐陵市环保局
考虑到两人的业务专长， 没有将两人
开除公职， 并不违反相关规定， 但仍
继续留任原来的职务， 这一做法确实
欠妥。

据了解， 乐陵市环保局党组
11

月
30

日作出决定， 免除张、 董二人
的大队长、 副大队长职务， 仍留在环
保局工作， 具体岗位待定。

还有人提出质疑， 此次农田污染
事件， 张、 董二人固然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 但两人代表环保部门执法， 应
该是职务行为， 就是说， 环保部门是
不是也有执法不力的问题？

李玉胜说， 由于监管不力致使农
田被污染一事， 张、 董二人被法院判
处环境监管失职罪， 环保局内部对其
进行了批评教育。 除此之外， 市委市
政府对当时的环保局工作并不满意，

时任环保局局长也被要求提前退休。

李玉胜表示， 乐陵市委、 市政府对环
保局的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