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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题 探 讨

规范民间借贷打击非法集资形成社会合力
9

月
21

日，由江苏省徐州市法官协会
主办，徐州市检察官协会、徐州市警察协
会、徐州市律师协会联办的“民间借贷与
非法集资案件理论与实践” 论坛在徐州
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召开。 来自司法实务
界的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与理论界
的学者共百余人与会， 论坛采取主题发
言和点评交叉的研讨方式， 对以下法律
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关于处理民间借贷与非法
集资案件的整体思路

与会代表普遍反映，自
2011

年以来，

司法实践中涉及中小民营企业和自然人
的民间借贷纠纷呈高发态势。 与以往相
比，这类案件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如处
理难度大，案件定性难、事实认定难、法
律适用难，程序推进难，是当前政法工作
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

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案件处理的基
本思路可以概括为一是要保护合法借贷
行为， 畅通融资渠道。 依法支持金融创
新，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拓宽中小企业
融资渠道，实现司法的疏导作用。二是要
制裁非法借贷行为， 维护金融安全和社
会稳定。 发现存在非法集资嫌疑和犯罪
线索，或者有引发系统性风险可能的，及
时向公安、检察、金融监管、工商等部门
通报情况， 统筹协调相关案件的处理和
风险防范；及时移送案件或犯罪线索。三
是要规范借贷行为， 引导各类借贷主体
增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 促进民
间金融健康发展。 四是要注重在查清案
情的基础上依法调解， 尽量把矛盾纠纷
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二、关于民间借贷纠纷的几个
法律适用问题

1．

案件事实认定问题
一些与会代表认为， 法院审理民间

借贷案件最大的难点是事实认定难，尤
其是标的额巨大且是现金支付的案件。

他们建议在现有证据规则基础上对举证
责任和证据搜集有所突破， 并规范操作
程序和监管措施，建立备案程序，设立专
门的监管机构等。

高利贷案件非常复杂， 事实较难认
定，虽有放贷嫌疑，但证据上有限制，连
环借款案中， 因为利滚利导致本息无法
区分。因此必须强化对证据的综合分析，

严格审查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去向
及双方实际经济状况等事实。

也有部分代表指出， 法院认定事实
困难的原因为：虚假诉讼增多、为规避高
额利息的借款主体和金额混乱、 非法债
务包装成合法债务、 被告不出庭的比例
特别高等。 必须加强对当事人举证责任
的分配， 对证据真实性进行审查的同时
扩大法院职权调查的范围。

大部分代表认为， 民间借贷与非法
集资疑难问题的司法应对， 基本思路是
必须制定规则，明确标准，引导预期，规
范行为。辨识欺诈行为和虚假诉讼，应当
从证据从严角度出发， 严格合同履行的
相关事实。

2．

民间借贷中的利息约定问题
关于利息认定问题。 一些代表提出

目前民间借贷案件中存在的隐形利息，

隐形高利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当借款人
以借条所载本金已经包含了利息甚至高
额利息为由进行抗辩时， 应当正确分配
举证责任， 如果相关事实足以让法官对
借款金额产生合理怀疑， 则应由出借人
就借据本金数额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
任。但是，当穷尽了所有调查手段仍无法
查清相关事实的， 仍要以书面证据作为
定案依据。

关于利息、 违约金及复利是否可以
同时适用问题。多数代表认为，约定的利
息、 违约金及复利合计不超过同期银行
贷款利率四倍的应予支持。 超过部分不
予保护。 个别代表认为， 应严格禁止复
利，利息、违约金可以同时适用。

3．

民间借贷中涉及的房屋买卖合同
认定问题

部分代表从合同双方真实意思的考
量出发， 认为民间借贷中涉及的房屋买
卖合同应认定为借贷合同。 有的代表从
保护债权人利益、 有助化解矛盾的角度
出发， 认为应将此类合同认定为附条件
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多数代表认为，如果
当事人仅以买卖合同的名义从事民间借
贷行为， 双方实际上并没有达成房屋买
卖的合意，应认定为借贷合同关系。如果
合同中约定借贷如不按期归还， 则借款
转化为购房款， 借款人按约定的价格将
房屋出售给出借人， 则应认定是一种附
条件的买卖合同。

大部分代表认为， 应当根据双方当
事人提供的证据，查清真相，准确认定事
实， 按照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合同
的权利义务确定双方之间法律关系实
质， 而不能单纯认为是借贷合同法律关

系或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

4．

关于银行承兑汇票垫付款追偿问题
金融机构以开具汇票的形式代替直接

发放贷款；部分人利用金融机构差额承兑汇
票业务非法买卖票据；部分金融机构超区域
放贷、开具汇票等都造成了此类纠纷日益增
多。 与会代表认为，承兑汇票垫付款纠纷，作
为民间借贷纠纷的新形式，确实给司法实务
界造成新的难题与挑战，我们应当严格区分
票据行为与普通商事行为的界限，树立正确
的处理思路，及时对金融机构放松条件盲目
签发承兑汇票、疏于审查基础交易关系真实
性、 部分人利用银行承兑汇票进行非法经
营活动等现象，提出司法建议。

三、 关于非法集资案件的法律
适用问题

1．

关于高利放贷行为如何定罪问题
有代表认为，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也

有代表认为，高利放贷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关键在于高利贷的“高利”程度。 但多数代
表认为，高利放贷行为不属于犯罪。 首先，

法律对高利放贷行为入罪没有明文规定；

其次，非法经营罪中的“违反国家规定”应
仅指法律、行政法规，而不包括部门规章，

目前高利放贷行为违反的只是国务院颁发
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
缔办法》，并不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最
后， 从非法经营罪与高利转贷罪的定罪标
准、法定刑来看，将高利放贷行为定性为非
法经营罪罪责刑不一致。

2．

关于高利转贷罪的犯罪构成问题
有代表认为， 在符合其他犯罪构成条

件的情况下， 只要行为人向外放贷的利率
高于获取贷款的利率， 即只要行为人以转
贷牟利为目的， 实施了套取金融机构信贷
资金转贷他人的行为， 支付金融机构利息
后仍有盈余的，即属于高利转贷行为。大部
分代表认为， 判断是否属于高利转贷罪的
“高利”， 只要行为人转贷的利率高于其套
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时约定的利率即可，

不必要求高出多少，达到什么程度。高利转
贷行为的危害程度不在于实际上转贷利率
高低，而是最终的违法所得数额。只要行为
人套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并予以转贷，

这种侵害就已经产生。

还有代表提出行为人在向银行贷款
后，因故将贷款转贷给他人牟利，是否构成
高利转贷罪问题。 并认为行为人在向金融
机构贷款时并不以转贷牟利为目的， 但在
贷款完成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无法继续生产
经营，而将贷款转贷给第三人并牟利，此类
行为同样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亦

应构成高利转贷罪。 经过研讨，大部分代表
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最高人民法院曾在
相关法律解答中明确认定该类行为不宜按
高利转贷罪处理，构成本罪的主观方面关键
是行为人在套取金融贷款时具有以转贷牟
利为目的。

3．

关于非法集资案件的追赃问题
多数代表认为，在非法集资案件的侦办

过程中，应坚持法院、检察院的提前介入，通
过引入财产保全制度提前介入追缴，加大涉
案资金的控制力度，确保最大限度地挽回受
害人损失。 在对赃款的追缴方面，应准确把
握非法集资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的区别，认
识到非法集资案件的“赃款赃物”不仅涉及
资产保值增值问题，还涉及保护善意第三人
合法权益及稳定市场交易秩序等问题，不能
像普通刑事案件“一追到底”。

四、 民间借贷案件与相关案件的
交叉问题

由于民间借贷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
外，缺乏严格的手续，又存在交易隐蔽、风险
不易监控等特点，容易引发其他问题，甚至
触犯刑律。 故存在民刑交叉的问题。

1．

关于涉刑民事合同的效力问题
许多代表论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

涉及的民事合同效力问题， 有代表认为，不
能将单笔借款合同与犯罪行为割裂来看，单
笔借款合同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借款合同
无效，担保合同无效。 担保人有过错的，应依
据过错承担赔偿责任。 也有代表认为，虽然
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但就其每一笔借款
行为来看，均符合合同成立、生效要件。 但从
多数观点来看，这种涉及犯罪的民事合同纠
纷，应当统一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处理，而不
应另行寻求民事救济，对于此类诉求法院不
应受理。

2．

关于被遗漏被害人的救济问题
从目前来看，被遗漏的被害人保护问题

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权利人未被认定为被害
人，二是虽然认定为被害人，但是有若干笔
款项未被认定为赃款。 有观点认为，被遗漏
的被害人应继续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寻求救
济；也有观点认为，此类案件应先引导权利
人继续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与公安机关协
调移送事宜，公安机关不受理的，被害人可
以通过民事救济途径实现权利。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应进一步完善公、

检、 法与相关部门之间的工作机制衔接，形
成规范民间借贷、 打击非法集资的社会合
力，为规范经济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
出更大贡献。

（江苏省徐州市法官协会供稿）

一、 当前执行听证制度的问
题分析

通过近年来的工作实践，执
行听证制度的很多问题逐步暴露
出来。

一是执行中止实行听证激增
法院执行工作压力。 新的诉讼费
用缴纳办法实施后， 诉讼成本大
幅度降低， 各地案件数量都有明
显增加， 在案件数量大幅度增加
的情况下， 有很多执行案件一时
无法执行到位， 将执行中止纳入
听证程序的制度设计， 将导致法
院执行员超负荷的运转。

二是执行听证强制约束力不
足，当事人缺席率高。现有的执行
听证专门规范中， 大多缺少对执
行相关当事人缺席听证会的法律
责任的规定。而当事人随意缺席，

执行听证的价值将大打折扣。

三是执行听证的法律依据不
足，立法保障缺位。 目前，无论是
民事诉讼法，还是其他的法律、司
法解释等均未提及此制度。 较为
明确提到执行听证的是最高人民
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执行
公开的若干规定》。

四是执行听证容易导致执行
程序久拖不执，司法成本增加。 执
行听证的举行必然引起暂时停止
执行程序，只能等听证完毕做出裁
决后才能依据裁决之结果继续执
行。但执行听证必须赋予当事人适
当的听证权利，给予提交证据和材
料一定的期限，给予适当的救济措
施，法院在组织听证时也要有一定
时间进行准备， 进行裁决也需要
一定时间。另外，执行听证在运作
实践中， 如果一次听证无法查清

案情或者当事人缺席， 就还需要再
组织听证。 上述情况导致执行程序
期限被拉长，并导致执行成本增加。

对法院来说， 听证的举行势必延长
了执行期限；对当事人来说，一次或
多次听证对其权利的维护也是不利
的，对申请人更是如此，其相关权益
在时间的流逝中将面临更大的消
耗。

二、对执行听证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是调整执行听证的适用范

围。 执行听证制度作为执行程序中
的实体认定审查载体， 无法应对将
大量出现的执行异议， 很有必要设
置进入执行听证的“门槛”，确有必
要听证的才能进入执行听证程序。

二是明确规定缺席听证的不利
后果。 可通过听证通知书、口头或电
话等方式向参与听证的当事人阐明
缺席听证所承担的不利后果，促其出
席听证，以利于案件审查，一旦当事
人缺席听证，前面的告知也为其可能
面临的不利后果奠定释明基础。

三是明确执行听证的基本原
则。执行听证是司法程序组成部分之
一， 必须遵循司法程序的基本原则，

而作为一项独特的执行程序，执行听
证还必须遵循其特有的原则：裁执分
离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效率原则。

四是加快执行听证制度的立法
进度。执行听证是有法律依据的，但
是又不是很充分。所以，必须在法律
层面上予以明确，增强其合法性。而
且， 各地的执行听证程序规定的又
不尽一致， 为确保法制统一和司法
适用的一致， 也必须由更高层级的
法律及司法解释进行规定和明确。

（作者单位：河南省安阳市龙安
区人民法院）

海南爱农物业开发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叶青诉被告海南广
播电视服务中心及你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原告起诉
请求：

1

、确认原告与你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

2

、确
认位于海府路

48

号海南广播电视服务中心大院
608

房
81.85

平方米的房产属原告所有；

3

、判令二被告配合原告将该房产办
理过户至原告名下。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
2013

年
1

月
10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五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海南
]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刘利民、王贵生：本院受理原告王骞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查封财产清单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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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黑龙江
]

东宁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洪昌、郝金叶申请宣告李文杰失踪一案，经查：

李文杰，男，

1986

年
9

月
15

日出生，汉族，河南省汤阴县人，户
籍所在地汤阴县菜园镇同庄村

1

区
117

号，现居住汤阴县城关
镇汤河北沿河路，身份证号

410523198609153053

，于
2010

年
5

月
15

日起外出，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

3

个月。 希望李文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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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汤阴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全云申请宣告周俊英死亡一案，经查：周俊英，

女，

1962

年
7

月
25

日出生，汉族，原住赣州市章贡区西郊路
18

号北
9

栋
211

室，于
2008

年
6

月
26

日离家后至今未归，下落不
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周俊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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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西
]

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曲春荣要求宣告被申请人陈岩申请宣告

公民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陈岩，女，汉族，

1970

年
10

月
4

日
出生（身份证编号

210111701004202

），原住沈阳市苏家屯区惠
兰五街

21

号
1-1-2

，于
2001

年起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 希望陈岩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
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

辽宁
]

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梁会琴要求宣告被申请人杨光死亡一案，

经查被申请人杨光，男，汉族，

1966

年
2

月
21

日出生（身份证编
号

210111196602210517

），原住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于
2008

年
9

月
5

日起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
年。 希望杨光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
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

辽宁
]

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淑霞申请宣告蔡宗礼死亡一案，经查：蔡宗礼，

男，

1950

年
12

月
20

日出生，汉族，安徽宿县人，原宁夏平罗县
西大滩前进农场退休职工，原住银川市金凤区大众巷新海家园
2-1-201

号，身份证号
640221501220151

。 于
2008

年
5

月
28

日
外出，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1

年。 希
望蔡宗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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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宁夏
]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能才、宋志先申请宣告王涛死亡一案，经查：王

涛，女，出生于
1968

年
4

月
26

日，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
区学道街

79

号
1

幢
1

单元
2

楼
1

号， 公民身份号码：

511102196804260729

，王涛于
1998

年
5

月
18

日起下落不明。现
发出寻人公告，希望王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
与本院联系（联系电话：

0833-2118986

）。公告期为
1

年。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

四川
]

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易子夏、易水连：本院受理的刘若男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在进行对外委托拍卖，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选择拍卖

机构的通知。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请
你们在送达期限届满的第七日到本院司法技术室参加选择拍
卖机构，逾期未到，本院依法选定。

[

湖南
]

攸县人民法院
张才保：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董晋辉与被执行人太原市华

龙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你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你作为第三
人，现在已进入执行阶段，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小民执
字第

507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来本院领执行通
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

山西
]

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
刘书明、梁尚莲：本院受理忻州市永兴典当行有限责任公

司申请执行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

2012

）忻府执字第
469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令及财产申
报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

5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
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山西
]

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
刘书明、梁尚莲：关于郭利军申请执行你二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我院依法委托山西天平司法鉴定中心
对你二人所有的位于忻州市开发区东三排西小二楼及相关土
地使用权的价值进行评估，该中心以天平司法鉴定中心（

2012

）

房评字第
3

号价格评估意见书确定上述房产价格为人民币
640000

元整。 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上述评估意见书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你二人对上述评估有意见
书有异议， 请于本公告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书面向我院提出，逾
期我院将依法拍卖该套房产以清偿债务。

[

山西
]

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
黄千美、苏社会：本院受理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郫县支行申请执行（

2011

）成郫民初字第
1582

号判决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2

）成郫执字第
405

号执行通
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效力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四川
]

郫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秦皇岛宝文雅电子设备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
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
30800053/92573413

，金额
5

万元，出票人为
河南裕华光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洛阳市润裕燃化
贸易有限公司， 付款行招商银行郑州东风路支行， 出票日期
2012

年
3

月
7

日，到期日期
2012

年
9

月
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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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永康市三安电器厂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
号

31000051/21471777

，金额
10

万元，出票人为南阳金冠电气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南阳高新区恒信物资有限公司，付款行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运营作业中心， 出票日期

2012

年
4

月
17

日，到期日期
2012

年
10

月
1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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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阿佩斯线缆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
载：票号

30600051/20644374

，金额
2

万元，出票人为河南起重
机器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河南世通电气自动化控制有限公司，

付款行广发银行郑州金成支行， 出票日期
2012

年
5

月
16

日，

到期日期
2012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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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慈溪市亚星车业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
载：票号

30300051/20797232

，金额
6

万元，出票人为河南省西

保冶材集团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西峡县神龙冶金炉料有限公
司， 付款行中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 出票日期

2012

年
5

月
14

日，到期日期
2012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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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凤翔县城关镇西关木器厂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
载：票号

31300052/21620524

，金额
10

万元，出票人为河南亿星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郑州裕康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付
款行洛阳银行郑州分行，出票日期

2011

年
11

月
16

日，到期日
期

2012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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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亚联油墨化学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
票据记载： 票号

30600051/20650338

， 金额
2

万元， 出票人为
河南雅顺商贸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鹤壁市江浪金属有限公司，

付款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经三路支行， 出票日期
2012

年
6

月
29

日， 到期日期
2012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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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县宏尚洗煤厂因不慎遗失华夏银行太原分行五

一路支行签发的票号为
30400051 20980780

（票面金额为壹佰
万元整， 出票人山西柳林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收款人山西柳
电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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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西
]

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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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话题
诉讼制度的发展与程序观念的

强化 倪寿明
大法官文论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对加强当代

法院文化建设的意义与启示
沈德咏

论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
江必新

提高司法建议质量服务社会
科学发展

———浙江法院推进司法建议工
作的实践与思考 齐奇
关于近年来北京法院调解工作

机制建设的调研报告 秦正安
本期策划———破产法撤销权问题
研究
论破产撤销权制度中的担保行

为 王利民汪军王惠玲
试论对生效裁判和执行行为的

破产撤销权 邵明舟
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关于税务机关就破产企业欠缴
税款产生的滞纳金提起的债权确认
之诉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 的理解
与适用孙佑海吴兆祥陈龙业
民事诉讼法修改与完善
民事诉讼法修改若干条文的理

解与适用 曹守晔
审判业务
一审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程序问

题研究 王彪
房屋修复后保修期不应重新计

算 毛焱朱瑞
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
———商标法第十三条的具体适用

石必胜
侵权责任法视野下船舶碰撞责任

的承担主体 刘乔发杨钉
法院管理研究
进一步深化审判管理的理论思考

与实践探索 孙海龙
调查与思考
关于非法经营案件审理情况的调

查和思考 朱蓉蓉胡兴汇
房屋拆迁类行政案件的调查与分

析 夏渭云庄根财朱晓燕
司法论坛
论非法证据排除与放纵犯罪的风

险 高歌岳彩领
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汪明亮
宅基地使用权继承问题研究

陈律吴孙有
正当防卫制度法律价值的考察

冉飞
合同违约解除之损害赔偿范围
———以合同利益结构分析为视角

戴军邢江孟
审判实践中对企业名称的扩充解

释 苏志甫
古画临摹复制者的邻接权保护

杨静
执行论坛
执行依据不确定性问题研究

赵贵龙孙振庆李贺

执 行 论 坛

执行听证制度的问题及建议

◇

李银平雷莹莹

王胜俊院长在全国新任中基层人民
法院院长培训班开班仪式上作了题为《大
力加强司法公信建设，切实提升人民法院
司法公信力》的重要讲话，讲话深刻阐述了
提升司法公信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各级人
民法院要实实在在、卓有成效地做好八个
方面的工作。 笔者认为，司法公信是人民
法院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八个方面的工作
中，廉洁司法、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
争，更是提升司法公信的重中之重。

人们对某一行为或结果的信任，首
先来自于对行为人的信任，如我们对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的拥护，首先是出于我们
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爱戴。 当前，人民
法院裁判的过程和结果不能得到民众的
充分信赖、尊重与认同，究其根源并非人民
群众不信任党和国家、不信任法院和法律，

很大程度上是不信任法官，且多数情况下
也并非不信任法官的司法能力，而是不信
任法官的公心，怀疑或害怕法官存在腐败
现象。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可怕的不

在于法官对案件的判断失误，而在于故意
歪曲事实和枉法裁判，也就是我们通常所
说的水流和水源之间的关系。 公生明、廉
生威，提升司法公信必须打造一支清正廉
明，具有公信力的法官队伍，以法官的公
信提升司法的公信。

一是要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理想信念是灵魂、是动力、是方向，理想
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 信念的滑坡是
最危险的滑坡。 一个人的行为实际上是
其思想观念的外在表现， 行为上存在问
题根源在于思想观念存在问题。 我们必
须从源头入手， 立足于教育， 着眼于防
范，以各种主题教育活动为抓手，做到廉
政教育关口前移。通过党课辅导、支部生
活、任职宣誓、表彰先进等多种方式，深
入开展党性修养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廉
政警示教育， 持续用核心价值体系武装
干警， 强化干警核心价值观的树立和养
成， 引导干警珍惜党和人民的培养与信
任，珍惜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以平和之心对“名”，以淡泊之心对“位”，以
知足之心对“利”，以敬畏之心对“权”。

二是要筑牢权力制衡的制度防线。 腐
败现象与权力的不受制约相伴相生， 必须
对权力进行制衡，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具
体到法院工作， 就是要不断健全完善领导
班子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 审判委员会讨
论案件流程、案件质量效率管理、错案责任
追究等制度规范。 使每一个审判、 执行环
节、 每一个司法行为都有章可循、 依法办
事，使审判、执行工作的决策权、执行权、监
督权相互制约、相互协调、透明运作。 特别
是在权力运行的关节点上要严格执行立审
分离、审执分离、裁执分离、审监分离的规
定， 并注意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做出必要
的限制和进一步统一执法尺度。 业绩考核
制度上， 要切实将廉政建设作为领导干部
考察的重要内容， 作为民主评议的重要标
准，作为任用奖惩的重要条件。

三是要筑牢多种渠道的监督防线。“阳
光是最强的防腐剂”，经验和教训都告诉我

们，监督到位有效，贪腐之心必然收敛；监督
缺位失灵，贪欲必然膨胀。要把内部监督与外
部监督相结合，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网
络。 充分发挥监察部门职能，强化审判、执行
工作全程监督和动态监督， 重大案件提前介
入。重信重访案件、发回重审改判案件和投诉
案件重点评查。 同时， 不断拓展外部监督渠
道，坚持依法公开、及时公开、全面公开原则，

通过裁判文书上网、公众开放日、人民陪审、

设立举报电话举报箱、 随案发放廉政监督卡
等多种方式，将司法公开纵深推进。还要积极
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执法监督员检查
卷宗、旁听庭审、参加听证，并主动接受检察
机关的法律监督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

加强司法公信建设
,

是实现人民法院工
作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西青法院将严格贯
彻落实王胜俊院长的讲话精神，狠抓八个方
面的工作，并以廉政建设为根本，以廉洁促
公正，以人品保精品，以法官的公信提升司
法的公信。

（作者系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