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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加强公正司法 推进依法治国

司法公开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

保障， 是树立司法公信的重要途径。
正义不仅要实现， 而且要以看得见的
方式实现， 河南法院大力推行的庭审
网络视频直播就是实现司法公开、 透
明的一个有益尝试。

庭审网络视频直播使关注案情的

人只需凭借网络， 足不出户就能了解

庭审全过程。 庭审网络视频直播打造
了不受时空制约、 无限开放的普法大
课堂， 是群众学法用法的重要途径。
它更缩短了司法与公众的距离， 公众
可以便捷地参与司法监督， 从而提高
司法的公信力。 这一举措不但满足了
公民对审判过程的了解和监督， 也使
法官提高了驾驭庭审的能力。

司法公开的又一窗口

万家购物，“零消费”理论的馅饼与陷阱
曲堂燕 张智全

本报讯 （记者 陈海发 冀天

福） 日前， 原告河南省南阳市绿源饲料
有限公司诉被告竺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在法官通知双方开庭并将进行庭审网络

直播后， 被告在开庭前就主动把欠款
51550 元全部支付给原告。 为了最大限
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审判过程的知情

权 、 参与权 、 监督权 ， 河南法院自
2010 年 9 月实行庭审网络视频直播以
来 ， 共庭审直播案件 33793 件 ， 河南
法院庭审直播网累计点击量达 1270 余
万次。

河南三级法院把全面推行庭审网络

视频直播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 2010 年
9 月 10 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全
省法院庭审网络视频直播工作会议，要
求一把手要高度重视， 常务副院长亲自
抓，政治部主任具体抓，责任到人。 为确
保此项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河
南高院制定下发 《关于全省法院庭审网

络视频直播规定（试行）》和《全省法院庭
审网络视频直播实施细则》，对直播案件
的范围选择、直播案件的审批程序、直播
中应当注意的问题等都做了明确的规

定。目前，全省各级法院庭审直播工作能
够做到年初安排有计划、 庭审直播有标
准、遇到问题有措施、庭审结束有总结，
实现网络庭审直播常态化、效果最大化。
全省三级法院均把庭审网络视频直播作

为绩效考核内容。
为了保证全省法院庭审网络视频直

播工作顺利进行， 河南高院将设备安装
和培训人员两项工作同时进行， 先后分
两批对各中基层法院负责直播人员进行

技术培训。 为让看不上直播的群众也能
看到法院的庭审活动 ， 河南高院投资
20 万元建立了河南法院视频台， 对可
公开案件进行网络回放， 网站专门开辟
了 “网民意见” 窗口， 让网民对法院庭
审情况发表自己的意见， 表达自己的见

解。 经过近两年多的实践， 全省各级法
院对庭审网络视频直播工作越来越熟

练 ， 从案件选定 、 审批审签 、 技术保
障、 部门协作、 法庭秩序、 法官礼仪、
庭审驾驭， 到上传视频、 后台监控、 评
论回复、 案件跟踪、 沟通反馈等各个环
节， 基本形成了一套标准规范的操作流
程， 庭审网络视频直播技术操作实现了
规范化。

河南法院的庭审网络视频直播提高

了法官责任心和驾驭庭审的能力。 法官
们普遍反映， 庭审直播要求法官对案情
要有全面的了解， 否则在庭审中磕磕巴
巴的，不但影响法院形象，更影响法律威
严。 庭审网络视频直播也提高了办案效
率，特别是提高了债务、赡养、名誉权等
案件的调解率。 有的当事人听说自己的
案件要庭审直播，让全社会都知道时，主
动提出同意调解。 庭审网络视频直播这
一举措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河南实现庭审网络视频直播常态化
两年来直播案件 33793件 累计点击量达 1270余万次 本报北京 6 月 20 日讯 （记者

张先明）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召开全国部
分法院司法统计工作座谈会暨司法统计

分析重大课题论证会， 最高人民法院副
院长江必新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
要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司法统计工作，
努力实现人民法院司法统计工作的科学

化、 客观化、 规范化、 信息化和效益最
大化， 为促进公正司法、 提高司法公信
力提供有力支持。

江必新在认真听取与会代表对司法

统计工作的现状、 发展等问题的热烈讨
论后指出， 司法统计工作是人民法院全
局性、 战略性、 基础性工作， 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 ， 要深刻把握法治中国建
设、 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 “大数据”
时代等大的时代背景， 认真总结工作经
验 ， 切实解决当前司法统计突出的问

题， 进一步加强司法统计工作， 努力
实现人民法院司法统计指标体系的科

学化， 统计数据的客观化， 统计工作
的规范化， 统计平台的信息化以及统
计效益的最大化， 大力推动人民法院
司法统计工作迈向新台阶， 发挥更大
的作用。

会议还就 “人民法院司法统计
理论与实践 ” 课题进行论证 。 此项
研究是 2012 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分
析重大课题中的一项课题 ， 也是中
国法学会 2012 年的一项理论研究课
题 。 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组织部分法
院近一年的深入研究 ， 课题组已经
形成研究报告 ， 该成果将填补人民
法院理论研究的空白 ， 对推动人民
法院司法统计工作的科学发展将发

挥重要作用。

共建没有家庭暴力的美好社会

中澳涉家暴刑事司法改革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何晓慧）为进一步
改进司法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司法
公信力， 日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全
省法院部署开展“马上就办、办就办好”
活动， 要求全省干警在自查自纠的基础
上全面梳理手中事项， 确保在第一时间
进入“办”的状态，启动“办”的程序，不让
工作事项积压延误，严防办案办事拖沓。

福建高院要求全省法院进一步优化

工作流程。要深入开展流程节点管理、审
限监控、 程序监督以及流程运行态势研
判等工作，开展案件质量评查、裁判文书
评比、审判绩效考评活动，在确保公正的

前提下，尽可能缩短诉讼周期，尽可能快
速、高效地审结案件，确保公正高效均衡
结案；要优化诉讼窗口服务，深入推进诉
讼服务中心、人民法庭等建设，严格落实
首办负责、服务承诺、办事公开、文明接
待、岗位责任等工作制度和服务标准，做
到“一站式”服务、一次性告知，力求快捷
及时，减少当事人等待时间；同时加强判
前说理、判后说法、查后咨询、信访接待
等工作，促进当事人息诉息访息怨；要高
效办理机关政务事务工作， 认真贯彻执
行省委“无会周”规定，倡导开短会、说短
话、发短文，精简文件，精简会议，精心办

文。为此，福建高院将着力拓展网上办
案办事功能， 为优化工作流程提供技
术支持。

据悉， 福建高院将以推进 “马上
就办、 办就办好” 活动为契机， 加大
整治庸懒散拖问题力度。 对群众反映
有关立案、 审判、 执行、 听证等诉讼
程序中存在不作为、 慢作为、 乱作为
等问题， 该院将及时要求有关部门认
真接待， 确保在第一时间、 第一地点
使群众反映的问题得到妥善处置， 对
从中发现的违纪违法行为将严格追责

问责。

倡导马上就办、办就办好

福建改进司法作风严防办案办事拖沓

本报莆田 6 月 20 日电 （记者
梅贤明） 6 月 18 日至 20 日， “中澳涉
家庭暴力刑事司法改革研讨会” 在福建
省莆田市召开。 本次会议是 2013 年度
中澳人权合作项目重要内容之一， 努力
为形成全社会反对家庭暴力的氛围， 共
同建立起一个没有家庭暴力 ， 人人幸
福 、 家庭和睦的美好社会做出司法探
索。

会议期间， 两国参会人员深入交流
了中澳在反家暴刑事司法领域的制度和

实践， 分享了在该领域取得的经验和成
果。 澳方专家介绍了维多利亚州反家暴
司法应对机制的改革历程， 家暴案件的
证据收集、 起诉和量刑制度； 中方代表
介绍了我国在创建反家暴联动机制， 公
安机关对家暴案件的应对和处理， 法院
对家暴案件的证据运用、 定罪与量刑，
妇联的作用等。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 家庭暴力不仅
严重侵害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的
合法权益，给社会带来巨大损失，而且会
在代际间传递，不断蔓延。反家暴需要社
会各方承担起更多责任， 首先要在理念
和认识上改变“家庭暴力属家务，公权力
不应干预”的错误观点，找准家庭暴力发
生、发展、蔓延的原因，寻求有效的司法

干预措施；其次要不断推进、完善反家
暴法律法规、形成程序化、标准化的家
暴案件调查和证据收集制度， 统一家
暴刑事案件的定罪标准和量刑尺度；
再次要加大反家暴的宣传力度， 加强
跨部门联动协作。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反家暴工

作， 为了更好地审理涉家庭暴力刑事
案件， 通过刑事司法加大对妇女、 儿
童、 老人等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 于
2013 年 3 月成立了 “涉家庭暴力刑
事司法改革” 课题组， 将涉家暴刑事
案件审判逐步纳入改革进程。

本次研讨会上， 来自澳大利亚人
权委员会项目官员及维多利亚州墨尔

本家暴特别法庭、 维多利亚州警察局
的反家暴问题专家， 最高人民法院相
关部门代表和 “涉家庭暴力刑事司法
改革” 课题组成员、 全国各试点法院
代表及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全
国妇联、 福建省三级法院和莆田市公
安局、 妇联的代表共 50 余人参加会
议。 通过研讨， 中澳两国相互汲取对
方的成功经验并将其融入两国反家暴

立法与司法实践当中， 同时建立起双
方长期、 友好的合作关系， 共同携手
促进反家暴司法工作深入开展。

江必新对司法统计工作提出要求

为促进公正提升公信提供有力支持

本报海口 6 月 20 日电 今天 ，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备受社会

关注的万宁市第二小学原校长陈在

鹏 、 万宁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
原工作人员冯小松犯强奸罪两案 ，
分别不公开开庭审理 ， 并依法当庭
公开宣判 。 以强奸罪分别判处被告
人陈在鹏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六个月，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 判处被告人冯

小松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六个月， 剥夺政
治权利一年。

上午 8 时 30 分陈在鹏案开庭， 13
时 30 分冯小松案开庭 。 根据法律规
定 ， 上述案件不公开开庭审理 ， 有关
证据也依法不公开 。 法庭经过法庭调
查 、 法庭辩论 、 被告人最后陈述 、 宣
判等环节。 合议庭通过对证据的举证、
质证 、 认证 ， 引导控辩双方对犯罪定

性及量刑情节充分展开辩论 ， 并认真
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 。 法庭还依职权
依法传唤了侦查阶段为被害人进行人

身检查的医生以及有关侦查人员到庭

作证 。 两案于 18 时 30 分先后进行宣
判。

综合两被告人的所有量刑情节， 经
合议庭评议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三

十六条第一款、 第二款、 第三款第
（一） 项、 第二十三条、 第五十五
条第一款、 第五十六条第一款、 第
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 以及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量刑规范化的相关规

定， 作出上述判决。 宣判后， 被告
人陈在鹏表示要考虑后决定是否上

诉， 冯小松表示不服， 提出上诉。
（刘 佳）

海南“校长带女生开房案”一审宣判
原校长陈在鹏以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房管局原工作人员冯小松以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重庆肖烨赵红霞等敲诈勒索案开审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大兴务

实之风， 要求法官在办案中实事求
是， 谨慎对待存疑的案件事实， 鼓
励法官到实地勘查、 到现场了解、
到民间听情， 真正做到以事实为依
据， 杜绝模棱两可判案。

乐清法院法官在审理一起合伙

协议纠纷案件中， 由于合伙内部管
理混乱， 一审开庭无法将案件事实
查清。 图为 6 月 19 日中午， 法官
顶着烈日来到诉争墓地， 花了近四
个小时将 900 多穴墓地数量及买卖
情况进行清点和核实， 受到双方当
事人一致称赞。

纪承伟 摄

这两日， 由 “万家购物” 引发的
全国最大网络传销案， 在浙江省金华
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号称最
大， 皆因其涉案金额 240 亿元， 涉案
人员 200 万人， 遍布 2300 多个县市。

这么多人热衷于此， 并非都是一
时糊涂或者智商不高， 而在于其 “零
消费” 理论的魔方把人洗了脑， 馅饼
与陷阱同在， 发财的诱惑让人忘记了
风险 。 如在其网站上 ， 写满了 “满
500 返 500”、 “消费=存钱=免费 ”
的宣传 。 如果还不动心 ， 那么这个
“一元返利” 的理论就能把你绕进去：
消费者只要在 “万家购物” 那里购买
商品满 500 元， 就可以得到 1 个分红
权， 以此类推， 每个分红权每天返利
1 元。 从理论上分析， 500 天后， 消
费者便可收回全部消费款， 最终成为
“零消费”。

说实话， “一元返利” 的理论从

数学上分析， 真的是 “零消费”。 可
是， 数学模型的理想状态不是经济运
行的真实状况 ， 其风险应是百分百
的， 其理论动机更是不言自明。 因为
“万家购物” 的返利来源， 是加盟商
上缴的销售金额的 16%。 最终， 入不
敷出， 待分红返利的债权已高达 240
亿元， 而公司账面资金只有 3 亿元，
不知多少人的钱打了水漂。 由此， 检
察机关指控 “万家购物” 涉嫌传销。

传销犯罪固然需要司法机关狠狠

打击， 而看清理论馅饼背后的陷阱，
才是 “为你疯， 为你狂” 的传销参与
者一盆绝好的兜头冷水。 这是法治经
济中的投资者最需要的一盆冷水。

据新华社重庆 6 月 20 日电 （记
者 朱 薇 王晓磊） 重庆市渝北区人
民法院今日开庭审理肖烨等六人利用不

雅视频敲诈勒索案， 因涉及个人隐私，法
院对此案进行不公开审理。鉴于涉案人数
众多、案情复杂，法院预计该案庭审 2天。

据指控， 肖烨与许社卿商议， 利用
妇女群发短信色诱党政领导与其发生性

关系 ， 并密拍性爱过程和设圈套实施
“捉奸”， 以此来勒索领导财物或迫使领
导为其公司谋取利益。 其中， 2008 年 2

月， 肖烨以借款之名勒索雷政富 300 万
元人民币； 2009 年 9 月， 肖烨以需资
金周转， 假借借款之名勒索周某人民币
200 万元。

公诉机关认为， 肖烨、 许社卿、 严
鹏、 赵红霞、 谭琳玲、 王建军等六人以
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 ， 组织 、 策
划 、 实施敲诈勒索 ， 非法获利特别巨
大， 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 其中，
肖烨、 许社卿为主犯， 严鹏、 赵红霞、
谭琳玲、 王建军为从犯。

6 月 20 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对万宁“校长带女生开房案”当庭
宣判： 以强奸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万宁
市第二小学原校长陈在鹏有期徒刑十

三年零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判
处被告人万宁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

局原工作人员冯小松有期徒刑十一年

零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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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万宁第二小学校长带女生
开房！ ”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引发社会

强烈关注。 5 月 15 日，万宁市第二小学
原校长陈在鹏和万宁市住房保障与房产

管理局原工作人员冯小松被以涉嫌猥亵

儿童罪批捕。 随后，万宁市警方称，犯罪
嫌疑人涉嫌嫖宿幼女， 引发舆论对公安
侦查执法是否到位的强烈质疑。

在社会的高度关注下， 5 月 24 日，
万宁市公安局将陈在鹏、 冯小松以涉嫌
犯强奸罪移送万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

诉。 5 月 28 日， 万宁市检察院以犯罪
嫌疑人涉嫌犯强奸罪向万宁市法院提起

公诉 。 此后 ， 为提高案件审判的准确
性， 海南省一中院决定， 改变管辖， 由

海南省一中院按照一审程序审理。
6 月 20 日， 海南省一中院以不公

开审理的方式开庭审理。 法庭查明： 5
月 8 日， 李某某、 吴某某、 肖某等 7 名
女生相约离家打工。 陈在鹏驾车将 7 名
女生带到万宁市某大酒店， 途中 1 名女
生被家人叫回。 到酒店门口处， 陈在鹏
给李某某钱开了一间包厢供 6 名女生
（6 人均不满 14 周岁 ） 打牌 ， 然后离
开。 当晚， 经吴某某要求， 冯小松带走
其和同学符某某前往另一酒店开房同

宿 。 陈在鹏则带另外 4 人到隔壁 KTV
开包厢唱歌， 然后在原酒店开 2 间房，

并和其中 2 人同处一室。
据办案法官介绍， 陈在鹏在与

李某某、 肖某同宿时， 以金钱引诱
2 人与其发生性关系， 并实施了强
奸行为， 但因 2 人的拒绝和反抗而
未得逞。 冯小松在与吴某某以及吴
的同学符某某同宿时， 对吴某某实
施了强奸行为， 但因吴某某的反抗
和符某某的阻挠而未得逞。

控辩双方激辩： 犯罪
嫌疑人是否构成强奸罪？

“法庭充分听取了控辩双方意
见， 量刑做到了规范化、 准确化。”
案件审理的法官说。

6 月 20 日上午 8 时 30 分陈在
鹏案开庭， 13 时 30 分， 冯小松案
开庭。 据记者了解， 开庭审理中，
控辩双方对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强

奸行为展开激烈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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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重判的坚决依法重判
———海南“校长带女生开房案”追踪

新华社记者 傅勇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