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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官 之 声微
言

大义
观点

诚信需正向激励才会“生长”

尹于世

法治时评

荥荥

如何保证法制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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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韶华
党的十八大报告主题鲜明， 内容

丰富， 内涵深刻。 报告对法治与司法
建设的论述， 更是高屋建瓴、 精辟透
彻、 令人鼓舞、 催人奋进。

法治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 更加
具体。 十八大报告在总结三十多年改
革开放辉煌成就的同时， 吹响了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劲号角。 报告明确
指出： “确保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并进一步要求：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 法治
政府基本建成， 司法公信力不断提
高， 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很
明显， 报告在描绘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宏伟蓝图中， 法治的蓝天当属
浓墨重彩。 可以说， 十八大报告对
法治的强调又更进一步， 对依法治
国的要求更加明确， 更加具体。 一
是突出了“全面落实”。 二是明晰了
时间要求。 三是内容更充实： “法
治政府基本建成， 司法公信力不断
提升。” 对建成法治政府和提升司法
公信的要求， 不仅是对依法治国基
本方略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 从而
避免了虚化， 而且抓住了依法治国两
个十分关键的环节。

现代社会， 行政权力无处不在。

实行法治首先要强化对行政权的制
约、 监督， 没有依法行政、 法治政
府， 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失范、 失
序， 和谐社会就难以实现； 同时， 司
法不彰、 司法公信缺失， 法律不能得
到有效实施， 公民、 法人的合法权益

无法得到保护， 人权难以保障， 法治
社会必然荡然无存。 尤其是将“司法
公信力不断提升”， 作为我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总目标中重要指标， 既显
示了中央对司法工作的高度重视， 也
突显出当前司法公信力缺失的严峻形
势。 这对司法机关来说， 既是破解困
境的机遇， 也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
务。

法治建设的站位更高、 决心更
大。 十八大报告指出： “加快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 发展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 “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
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维
护国家法制统一、 尊严、 权威”。 报
告还提出： “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制度化、 规范化、 程序化。 从
各层次、 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
与， 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

由此不难看出， 法治在国家政治体制
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报告不仅从中国
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出
发， 提出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
设， 而且把法治国家建设提升到发展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 同时， 还
首次强调： “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
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这预示着党治国理政基本方略进一步
向法治转变。 为此， 报告又专门强
调： “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尊严、 权
威。” 不仅如此， 报告在此基础上又
进一步提出： “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
法治化”， 这些都充分反映中央对法

治、 依法治国高度重视， 法治将是未
来我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
和重要风向标。 为了确保这一目标的
实现， 也是针对党内出现的个别领导
干部严重违法乱纪、 滥用职权问题，

报告前所未有的重申： “党领导人民
制定宪法和法律，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
律范围内活动。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
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绝不
允许以言代法、 以权压法、 徇私权
法。” 尤其后半句话， 首次在党的报
告中出现， 振聋发聩， 显示了中央推
行法治的决心。

法治建设的要求更全面、 更深
入。 报告在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行依
法治国的总目标” 的同时， 提出：

“推行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
法、 全面守法，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 保证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
必究”， 在立法、 执法、 司法、 守法，

涉及法治的方方面面提出要求， 显示
中央对推行依法治国的全面考虑。 在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之
后， 执法、 司法、 守法已上升为突出
问题， 如何保证法制的有效实施将是
重中之重。 对于司法体制改革， 十八
大报告用语十分精炼， 但内容十分关
键， 内涵十分明确。 即： “进一步深
化司法体制改革， 确保审判机关、 检
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检
察权。” 虽然只有几字之差， 但彰显
对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与持续推进，

彰显对司法独立公正的充分重视。 而

且， 由此透露出下一步司法改革的重点
应当是“司法体制改革”， 而不仅是司
法机制、 制度的改革。 与此同时， 为了
从更深层次、 更广范围厉行法治， 弘扬
法治精神， 使法治深入人心， 报告首次
提出：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提高
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
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
力”，从思想观念、工作方式等认识论、方
法论上再次强调法治作为治理国家基本
方略的重要作用。由此还反映出，中央今
后在解决诸如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
矛盾、维护稳定，这些当前最突出问题上
将依靠法治，依法治理。

报告在加强社会建设论述中强调：

“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
理体系， 加快形成党委领导、 政府负
责、 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 法治保障的
社会管理体制”， 把“法治保障” 作为
社会管理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亦
是首次提出。 一是再次彰显了法治在社
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二是进一步完善
了“社会管理体系” 的科学性和合法
性， 是对社会管理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总之， 宏伟蓝图已经绘就， 法治道
路已经十分清晰， 让我们昂首阔步迈上
法治新征程。

(

作者单位：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

警惕征地补偿成“画饼”

出台在望的土地管理法，硬性规定将现行
土地补偿标准提高十倍， 无不令人欢欣鼓舞。

然而， 饱受低廉征地补偿标准折磨的农民，是
否就此拿到一把“尚方宝剑”，可斩除一切不公
平、不合理的征地现象呢？笔者以为未必，尤其
是征地补偿提高十倍，这条看起来很美的制度
设计，执行不好，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

毋庸讳言，

GDP

仍是地方政绩考核的主
要标准，将征地补偿提高十倍，如果能落实，

对农民而言是件天大的好事， 但对依靠土地
换取

GDP

、换取政绩的各地官员，这可不是
什么好事， 最主要的就是让征地成本提高十
倍，对地方

GDP

的损害可见一斑。从这一角度
而言，修改土地管理法提高土地补偿标准的阻
力自然不小。 若有幸出台，遇到执行阻力显而
易见，甚至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
象。 譬如利用定价标准、程序不透明调低现行
补偿标准，寻找各种借口让补偿款成为“白条”

以及补偿后当“甩手掌柜”，对失地农民不闻不
问以节省开支等。 从某些惠民政策在执行中
“变味”的教训看，有这种隐忧并非多余。

依照法律规定，农民可以获得十倍于现行
土地补偿款，这是一项权利。无救济即无权利。

在各地政府长期处于强势地位的背景下，当十
倍土地补偿款缩水， 甚至成为纸上的大饼时，

受害农民如何救济？应成为修改相关法律的重
中之重。 唯有此，十倍土地补偿款方可真正成
为农民腰包中的“真金白银”，农民才能真正成
为城市化进程的受益者，而非受害者。

———乔子轩（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油条哥” 对诚信的坚持， 固然
有他出于良知的选择， 可能更重要的
是他的这种行为受到了各种正向的激
励。 “油条哥” 做“放心油条” 的初
衷其实很简单与朴素———“不伤害别
人身体的同时自己也多赚点儿钱”。

其实， 这本来是所有从事商业活动的
人和企业都应该遵守的规则与恪守的
底线。 这其实包含了一个十分自然的
逻辑， 在一个公正、 公平、 透明的市

场里， 真实的为我， 便是更好的为人。

只有这样的逻辑得以确立与遵守， 人们
才能在相互的交易中实现各自利益的最
大化。

但现实生活中， 这样的逻辑很多时
候却被漠视与践踏。 从牛奶添加三聚氰
胺， 馒头使用增白剂， 到生猪饲喂“瘦
肉精”， 再到达芬奇家具假称洋货等，

一些企业或经营个体掺假损害消费者利
益的行为， 既影响自身的经济效益， 又
损害了行业的基本利益。 据商务部提供
的数据显示， 中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
导致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

6000

亿
元， 其中因产品质量低劣造成各种损失
达到

2000

亿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油条哥”

走红的现象才更让人欣喜。 我们不光要
肯定“油条哥” 的选择与坚守， 更要肯
定“油条哥” 身边消费者的支持， 更多
消费者选择用购买行为来支持他， 不仅
让他收获了精神上的认同， 更得到了实
实在在的物质回报。 而许多媒体的报道
与关注， 同样也是一种正向的激励。 舆
论的肯定， 放大其诚信经商行为的影响
力， 是一种宣传与推广， 对他的经营有
正面的影响， 并产生了品牌效应。 甚至
有企业愿意提供免费的店面， 更证明这
种舆论的肯定， 得到了社会的积极回
应。 如此以来， “油条哥” 的诚信行为
因为诸多正向激励， 不断收获正向回
报， 并最终确立为一种经营理念与经商
原则。 由此， 在“油条哥” 走红的过程

中， 我们看到了因为激励得当， 一个合
乎市场逻辑、 合乎整体利益的诚信商业
行为有了循环往复生长与繁衍的理由与
土壤。

对于诚信的激励与肯定， 对于不诚
信的摒弃与拒绝， 应当转化为每一个
具体的行动， 而不是无奈与叹息中的
沉默、 抱怨。 只有这样， 每个看似细
微的诚信的行为才会因为得到正向激
励， 不断积聚着壮大的力量。 只有这
样， “油条哥” 身上发生的一切就会
不断地上演。 诚信， 才会不断地在得
到应有的肯定与回报中像“放心油箱”

一样被再生产， 并扩展成为更多人的共
识与共为。

（作者系湖北省咸宁市公务员）

“某某
××

万元。” 拒收固然值得称
颂， 但行贿人呢？ 难道某某拒贿了，

行贿人就没有罪了吗？ 行贿和受贿作
为对合性犯罪， 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关
系， 单纯打击其中的一个方面并不能
有效解决我国现存的腐败问题。 被告
人魏镇顺， 为尽快拿到工程进度款及
办理土地转让过户手续， 先后多次主
动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共计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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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的目标非常明确。 所以， 在严惩受
贿者的同时也必须严惩行贿者， 而不是
重受贿轻行贿。 表面上， 行贿人行贿，

将自己的财物送给别人， 造成一定的经
济损失， 但行贿人行贿是一种投资， 企
图赚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因此， 只有制
裁了行贿者才能铲除受贿犯罪产生的温
床。

行贿和受贿是一对孪生兄弟， 行贿
诱发了受贿， 受贿滋生了行贿。 在行贿
和受贿的利益链条中， 行贿者通过贿赂
受贿者， 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受
贿者则在接受行贿者的贿赂之后， 利用
手中掌握的公权力， 为行贿者谋取不正
当利益。 或许“行贿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不得已” 不足以说明行贿的合理
性、 合法性， 得不到应得的利益， 有很
多救济途径， 何以必须走邪门歪道呢？

从法治大环境来讲， 宽恕行贿行为不仅
毒化社会风气， 也助长了行贿者的投机
心理。 如果严惩行贿者， 威慑了“后来
人”， 没有人再行贿， 何来受贿呢？

人们痛恨腐败、 憎恶贪官， 却很少
关注隐藏在受贿者背后的行贿者。 大部
分行贿者付出了少许的钱财， 换得的却
是与付出相比多得多的不正当利益。 行
贿是诱发受贿犯罪、 滋生腐败的直接原
因。 当然， 对行贿者和受贿者等量齐
观， 或许会让二者的“利益共同体” 关
系更加巩固。 但是， 行贿不除， 则受贿

难消。 如果仅仅从解决受贿个案出发，

而不及时处罚相应的行贿一方， 那是治
标不治本的短视之举。 其实， 有很多国
家在立法中就是将行贿者与受贿者处以
相同的刑罚。

反腐倡廉、 遏制腐败， 必须严惩
“送礼人”。 根本没有意识到“送礼” 是
行贿也好， 不知道行贿谋取“不当利
益” 是犯罪也罢， 作为《联合国反腐败
公约》 的缔约国， 必须给予行贿罪和受
贿罪一视同仁的处罚。 如果仅为解决受
贿的个案， 而不及时的处罚行贿方， 那
是治标不治本的短视之举。 所以， 对贿
赂双方都必须依法定罪量刑。

（作者单位： 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

严惩“送礼人”威慑钱权交易

贾瑞霞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
院向媒体通报， 韶关市越华达实
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魏镇顺， 为
尽快拿到工程进度款及办理土地
转让过户手续， 先后多次主动向
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共计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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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被该院一审判处有期
徒刑

5

年。 （

11

月
29

日
《南方日报》）

最近，

47

岁的四川省成都市
市民李刚因销售不使用明矾的油
条而走红

,

被大家称为“油条
哥”

,

每天前往购买“放心油条”

的人络绎不绝。 李刚坦言
,

“没想
到
,

生意会这么好。 这家新店
,

就
是一家企业给我免费提供的。”

（

11

月
28

日新华社）

贯彻十八大精神

全面推进法院工作

申请人北京德科中天商贸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丢失，该票
据记载：票号

3080113091677534

、票面金额
188000

元、出票人
北京中科远太商贸有限公司、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北京德
科中天商贸有限公司、签发日期

2012

年
1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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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
6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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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邹茂花因转账支票丢失， 该票据记载： 票号
01390640

、票面金额
8000

元、出票人刘丰（北京永久虹丰装饰
建材经销部）、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签发日期

2012

年
1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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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6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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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九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三张商

业承兑汇票， 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灭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号码分别为
0010006320016697

、

0010006320016698

、

0010006320016699

出
票日期为

2012

年
7

月
20

日， 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1

月
19

日，票面金额均为人民币
1000

万元，付款人、承兑人、持票人均
为上海九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南通银港贸易有限
公司，未背书，付款行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川沙
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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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栾川县天方矿冶有限公司因遗失票号为

“

40200051-24560870

”， 出票人为甘肃恒达建筑安装有限责任
公司，支付人为兰州市城关区信用联社营业部，持票人为栾川
县天方矿冶有限公司，金额为

5000000

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已决定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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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甘肃
]

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栾川县天方矿冶有限公司因遗失票号为

“

40200051-24560871

”， 出票人为甘肃恒达建筑安装有限责任
公司，支付人为兰州市城关区信用联社营业部，持票人为栾川
县天方矿冶有限公司，金额为

5000000

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已决定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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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甘肃
]

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芜湖市宏源化工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号码为
30600051/21001504

，金额为人民币
200,000

元，付款行
为广发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出票人为深圳市贝龙通讯科技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深圳市贝瑞特电子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为芜
湖市宏源化工有限公司， 持票人为申请人），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已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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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依法做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的行为无效。

[

广东
]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周厚强因遗失开发出的中国建设银行佛山红棉支行开

具的支票一张（票据号码为：

1050443013665101

， 票面金额为
￥1943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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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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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东
]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长沙毕升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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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面号码

10400052/21788140

，出票日期贰零壹贰年伍月
贰拾贰日，票面金额壹万零壹佰陆拾伍元整，出票行中国银行
岳阳市城陵矶支行，出票人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湖
南骏泰浆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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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南
]

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丢失银行承兑

汇票（汇票号码为
1040005222155466

，出票人为山东聚鑫化工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东同力化工有限公司，汇票付款行是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桓台支行，汇票金额为

50000

元整，出票
日期为

2012

年
7

月
16

日， 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1

月
16

日，

持票人为申请人）一张，于
2012

年
10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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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
]

桓台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仙桃市中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因持有的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遗失。 该汇票票号为
1040005220517441

，出票金额为
人民币叁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6

月
1

日，到期日为
2012

年
12

月
1

日， 出票人为山东泰山鑫磊拖拉机制造有限责任公
司，收款人为宁阳县泰山机械制造厂，付款行为中国银行宁阳
支行营业部。 申请人于

2012

年
11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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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利害
关系人向本院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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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
]

宁阳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永济市百强化工厂有限公司因持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签发的编码为
3020005320963849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
人为内蒙古生力资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内蒙古乌拉山
化肥有限责任公司， 背书人内蒙古乌拉山化肥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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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永济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温州显峰科技有限公司因所持成都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银行承兑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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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码为
31400051 20085744

，金额为
10

万元，付款人为成都联友营销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成都劲道贸易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1

月
16

日，付款日期为
2012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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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川
]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化工装备有限公司（原无锡化工装备总厂）因

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票号为
3130005124989439

，票面金额贰拾万
元整，出票日

2012

年
1

月
9

日，到期日
2012

年
7

月
9

日，出票
人绍兴县三羊针纺纱业有限公司，收款人浙江兴德印染整理有
限公司，背书人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持票人为该申请人，

付款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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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汪远芳， 身份证号

339005198510078522

因持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南江支行于

2012

年
11

月
20

日签
发的编码为

1030337521705383

号的银行本票（票面金额
318081

元，申请人汪远芳、收款人汪远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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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天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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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杭州创才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563000485

因持浙江萧山农村合作银行南阳支行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签发的编码为
4020005123200084

号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
金额

50000

元，出票人浙江宏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杭州
盛博物资有限公司，背书人百力达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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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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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苍南县龙港国丰印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票号为

30100051/21532088

，出票人杭州斯维尔电器有限公
司，出票行交通银行富阳支行，帐号

306068860018170071039

，

汇票金额为
50000

元，出票日
2012

年
8

月
17

日，到期日
2013

年
2

月
17

日， 收款人苍南县龙港国丰印业有限公司， 帐号
3300162726105000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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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富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温州市纺织品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本票一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票号为
10403375 20349013

，金额
72060

元，出票日
2012

年
1

月
6

日，本票
付款期限一个月，本票申请人温州市纺织品对外贸易有限公司，本票
收款人温州市梦原鞋业有限公司， 出票行中国银行温州市国贸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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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温州赛奔乳胶制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票号为
1030005123085196

，金额
65000

元，出票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永嘉瓯北支行，出票人浙江爱玛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该申请
人，持票人为该申请人，出票日

2012

年
10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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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
]

永嘉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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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当以守正为要
张智全

近日读到孔子有关政与正的论述，感
触颇深。 据《论语·颜渊》记载，季康子问政
于孔子，孔子回答曰：“政者，正也；子帅以
正，孰敢不正？”孔子的回答言简意赅，意义
深刻，认为从政当以守正为要。 换言之，只
有守正，才能影响和带动他人，形成风清气
正的良好氛围；也只有守正，才能赢得信任
和支持，更好地履行职责。

孔子关于政与正二者辩证关系的精辟
论述，对于手握审判权的法官来说，无疑具
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法官作为公平正义的
使者和化身，必须不偏不倚、不受他人影响
或掣肘、大公无私地根据法律断案，理应以
守正为要。 尤其是在当前司法公信力有待
提升的现实语境下， 法官要真正做到公正
司法，笔者认为，必须做到“言、行、心”三个
方面的守正。

首先，要切实做到守正言。 言者，形象
也。 毫无疑问，个人的言语代表自身形象。

法官是要求严格的特殊职业， 正言乃其必
备的职业道德之一。 之所以这样严格要求
法官的言语， 是因为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
言语， 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法律规定和公平
正义。 如果法官言语失当，或者言不由衷，

甚至信口雌黄， 不仅会使自己失信于当事
人，而且也会损害司法权威。 因此，法官在
履职过程中应始终坚持法律原则和遵守审
判纪律，做到该说的话努力说好、不该说的
话坚决不说的同时， 还必须抛弃废话、空
话、套话和假话，坚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真实表达法治的精神，避免给人
“合理的怀疑”， 从而以准确得当的言语取
信于民，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

其次，要切实做到守正行。 常言道，言
必信，行必果。行是不言之教。法官是司法
公正的践行者， 其行应始终展现出对法治
权威的尊崇， 淋漓尽致地诠释公平正义的
深刻内涵。 宋鱼水、 金桂兰、 龙进品、 陈
燕萍、 詹红荔等模范法官， 之所以备受群
众爱戴和信任，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着亲
民爱民的高尚情怀， 而且更是因为他们以
实际行动在平凡中谱写了公正为民的壮美
诗篇。 毋庸讳言， 当事人及公众看待和评
价法官， 不仅仅看其说了什么， 更重要的
是看其如何践行司法公正。 由此观之， 对
于法官来说， 行的示范效应远远大于言的
说教。 如果行不正，即使言辞再好，也会适
得其反。因此，作为法官，必须牢记“勿以善
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古训，坚持
守正行，真正做到行不离德、行不离公、行
不离规， 进而模范地践行司法公正的宗旨
和要求。

再次，要切实做到守正心。 言为心声，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做到守正言与正行，

就必须守正心， 坚持以崇高的思想道德境
界和良好的人品诠释司法公正的宗旨。“心
底无私天自宽”，心静如水，境界自然高远，

胸怀自然宽广， 杂念和贪欲自然灭失。 相
反，心不正，私欲杂念必然疯长，必然会在
周而复始的利益冲突中丧失自我， 迷失方
向。古今中外的事例一再证明，如果心术不
正，哪怕本领再强，也难以成事；即使能够
得逞一时，也难以长久，最终会一败涂地、

身败名裂。而只有心正者，才能真正干成大
事，受到人民群众拥戴。法官手握国家审判
权，裁判是非曲直，是法治精神的实践者、

传播者和捍卫者，唯有守正心，才能努力做
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始终有效地维护法
律的尊严和权威，确保司法公正的“最美”

之花竞相开放！

听其言，观其行，知其心。 一言一行皆
形象，私欲杂念皆是害。 对法官而言，正言
是要求，正行是根本，正心最关键，三者缺
一不可。只有守正言、守正行、守正心，才能
“一日三省吾身， 见贤思齐， 见不贤而内
省”，真正做到执法如山、清廉如水、取信于
民。

（作者单位：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

上接第一版点评中发现， 党建工作存
在的问题主要是选题没有找准着力点， 主题
平淡， 内容空泛， 与审判执行工作结合不够
紧密； 文化建设存在的共同问题是， 社会
性、 开放性、 群众性不够， 法院文化功能受
限， 如起步较早的法院将院史馆、 荣誉室设
置在高楼层， 不方便向群众公开； 干警参与
度不够； 经济欠发达地区文化载体欠丰富、

氛围欠浓厚。

反馈意见： “对症下
药” 指明方向
点评一结束， 点评组就以书面形式给每

个中院发出反馈意见。

23

个中院，

23

个观
摩点法院， 收到的“处方” 共包括

272

条肯
定意见，

252

条意见和建议。 “既要充分肯
定成绩， 更要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意见。”

广东高院政治部主任聂式恢告诉记者， 只要
是“对症下药” 就不怕得罪人。

记者了解到， 反馈意见对多个法院亮起
了“红灯” ： 不过关， 不达标， 要返工。

“对于点评组不满意的法院， 我们甚至要求
他们重新进行再教育、 再动员、 重新谋划，

并限定验收的时间。” 广东高院教育处副处
长段勇告诉记者。

而对处于领先地位的法院， 点评组则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党建工作领先的深圳中
院， 点评组要求充分发挥队伍优势、 创新优
势， 总结经验， 构建党建高地。 对梅州、

珠海中院等
10

个全省首批法治文化建设示
范点候选单位， 点评组鼓励他们当好学习
贯彻十八大精神的引领者， 积极履行社会
职责， 深入挖掘法院文化功能， 加大文化
惠民力度， 大力弘扬法治精神， 积极探索
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 法治方式化
解矛盾能力的新形式、 新载体， 服务社会，

造福群众。

“法院系统党建和法院文化建设要紧密
围绕促进队伍建设、 审判执行中心工作开
展， 以审判执行工作成效评价两项工作得
失”、 “挖掘法院文化功能， 对内凝聚队伍，

对外弘扬法治， 引领社会法治风尚， 提升司
法环境” ……随着交叉点评工作的不断深
入， 记者注意到， 点评组对这两项工作的认
识越来越有高度， 视野也越来越广阔。 “既
是联合检查， 也是学习交流。 通过深度交
流， 学习长处， 找准差距， 补齐短板， 比学
赶超， 共同推进。” 聂式恢告诉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