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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北京九佳宜装饰有限公司因丧失转账支票一张，于
2013年 11月 15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
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丧失时间为 2013年 11月 8日，票据记载：
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10 月 30 日 ， 票面号码为 10201130
23037758，金额为 38334 元，出票人为高碑店市建筑企业（集
团）润达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北京九佳宜装饰有限公司。 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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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科力青科贸有限公司因丧失转账支票一张，于
2013年 11月 18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
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丧失时间为 2013 年 10 月 24 日， 票据记
载：出票日期为空白，票面号码为 25955013，金额空白，出票人
为北京科力青科贸有限公司，收款人空白。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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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大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因丧失转账支票一张，
于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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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票据丧失时间为 2013 年 11 月 6 日，票据记
载：出票日期为 2013年 11月 4日，票面号码为 27462372，金额
53904.16 元，出票人为清华大学，收款人北京大龙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 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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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安普瑞电气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 日遗失转账支票一张【支票号码为 09225678，出票日期为
2013年 10月 31日，票面金额为 180500元，付款行为农行北京
城北支行，出票人为北京安普瑞电气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出票
人账号为 11-150301040007262， 收款人未填写】。 申请人于

2013年 11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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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开利空调销售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因其两张银行
承兑汇票于 2013 年 10 月 14 日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并予以公告。 票据号码分别为 3040005121183736
和 3040005121183737，出票日期 2013 年 1 月 23 日，汇票到期
日 2013 年 7 月 23 日，票面金额人民币 100,000.00 元，出票人
上海迪赛诺化学制药有限公司，收款人江苏普信药物发展有限
公司，背书人为江苏普信药物发展有限公司、绿洲生物技术（南
通）有限公司、上海迪赛诺维生素有限公司、上海百迈博制药有
限公司、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开利空调销售
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持票人开利空调销售服务（上海）有限公
司，付款行、承兑行均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临港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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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鹿泉市曲寨铝业有限公司因遗失票号为 30100051/
22476155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500 万元，出票
人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格力电器（郑州）有
限公司，付款行为交通银行珠海分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12月 2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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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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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岑巩县华泉铁合金厂因票号为 1030005223733523、

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6 月 18 日、票面金额为 50 万元、出票人为
唐山市国亮特殊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唐山市宏盛钢铁
炉料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开平

支行、 最后背书人和持票人为申请人的一张银行承兑汇票遗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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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河北]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市新康益物资有限公司金品艺术纸行因银行

承兑汇票遗失（票据记载：汇票号码为 30500053 23842784，出
票人洛阳互河商贸有限公司， 付款行中国民生银行洛阳分行，
收款人洛阳市琛迪商贸有限公司，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日
期 2013 年 9 月 22 日，到期日 2014 年 3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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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卢海洋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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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票号
31300051 26014883，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5 月 9 日、出票人为
许昌远北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鄢陵县奥林花木有限公
司、申请人即持票人、付款银行为许昌银行新兴路支行，最后持
票人即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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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石嘴山市博宏矿山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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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 30500053 23788164，出票日期 2013年 7
月 31 日，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人长葛市金仓农林开发有

限公司，出票行中国民生银行许昌分行，收款人许昌景丰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1 月 31 日，申请人石嘴山
市博宏矿山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即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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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省仙居县京津液压件厂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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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 3050005323856902，票面金额：人民币五万圆整。 出
票日期 2013 年 9 月 23 日，出票人：南阳市锦利物资有限责任
公司，收款人：南阳市双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此汇票出票后经
背书转让给申请人， 申请人即为持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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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做出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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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省紫龙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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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 3010005121076088，金额 90000元整，出票人宜昌市丽
豪包装彩印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3 年 9 日 10 日，收款人武
汉市天福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到期日 2014 年 3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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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因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湘潭河西支行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开出的出票人江麓机
电科技有限公司，账号 43001512063052500405，收款人武汉华
夏精冲技术有限公司 ， 账号 421869048018010008819， 票号
10500053 20027382，票面金额 30 万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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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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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长沙鑫余电器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二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汇票号码分别为 ：3130005120057890， 汇票金额 10 万元 ；
3130005120057892，汇票金额 10 万元，出票人湖南朝阳机电股
份有限公司， 出票行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分行、持
票人即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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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熟市农药厂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光大银行太仓

支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
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30300051-21353212， 票面金额为
10000元，出票人太仓市恒安化纤有限公司，收款人太仓市益捷
化纤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5 月 31 日， 汇票到期日
2013 年 11 月 30 日，付款行中国光大银行太仓支行，后经陆续
背书转让给太仓市贝恩化纤贸易有限公司，桐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桐乡市恒富包复丝有限公司，绍兴市三纺机械有限公司，
最后汇票持有人为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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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太仓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夏县东方红燃料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票号为 31300052/21754750、票面金额为 200000 元、出票人
为晋城市润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晋城银行晋城分
行、收款人为晋城市济柴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开户银行为晋
城银行泽州县支行、背书人为晋城市济柴商贸有限公司、河南
晋鑫晟贸易有限公司、阳城县选煤厂、阳城县鑫远煤炭销售有
限公司、山西阳城阳泰集团伏岩煤业有限公司、山西阳城阳泰
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河南天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李赵
鹏、邢官保、乔学丰、持票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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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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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法 官 之 声

合作社为何难“合作”
符向军

辽宁丹东大鹿岛兴海渔业合

作社曾是全国股民最多 、 产值
最高的农业合作社之一 ， 也是
一个格外引人关注的失败样本。
合作社通过经营活动取得过亿

元的收益 ， 于是各方的纠葛让
合作社饱受拖累 ， 成立才三年
就遭 “被解散 ” 风波 ， 村主任
和原理事长等人相继被抓 ， 令
人唏嘘。

农村专业合作社是我国农民在保

持产权相对独立的前提下、 自愿组成
的一种互助型新型的集体经济， 已日
益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成
为现代农业发展新亮点。 但作为新兴
经济，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尚不成
熟 ， 缺乏充分有效的法律调整与保
护， 也存在诸多法治治理的盲区， 如
运行机制不规范， 内部章程、 制度往
往形同虚设， 没有社员民主参与的决
策机制， 决定权掌握在少数发起人手
中， 社员参与合作意识不强， 没有真
正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往往 “有
利则合、 无利则分”， 造成合作社流
于形式， 在竞争激烈、 瞬息万变的市
场经济浪潮中难以生存发展。

正是没有民主参与决策的法治机

制， 才让原理事长刘述春大权独揽，
失去监督， 终因涉嫌私设 “小金库”，
挪用侵占合作社 900 余万元公款而被
抓。 而合作社成立才三年就遭镇党委
“解散 ” 风波 ， 资产由村委会支配 ，
背后显现政府伸出的行政权力不当干

预市场发展之手。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
经济， 企业解散得依法进行。 只有企
业经营到期或资不抵债等法定情形发

生， 企业组成清算小组进行资产清算
后方可宣布解散， 而非由政府或领导
意志强制解散。 如果政府主导替代市
场主导， 领导意志取代法律规则， 依
法行政将付之阙如。

合作社 “被解散”， 除了政府的
不当 “出手”， 背后还有太多的利益
纠葛， 合作社年收益过亿元， 让刘述
春野心更大， 为争当村长和人结怨，
一封举报信让其 “东窗事发”， 随后
原村长也遭人举报涉嫌职务侵占和受

贿而被刑拘审查。 而他们个人之间的
明争暗斗， 实质是合作社 “小经济”
与村集体 “大经济” 的 “一决雌雄”，
牵连合作社 “被解散”， 凸显合作社
作为产权相对独立的新型集体经济组

织， 相对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的地位弱
势。 其实， 市场经济中， 市场主体的
地位是平等的， 法律应予同等保护，
而不问 “大小” 和 “姓公姓私”。 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各种经济体

制在市场经济中的同等重要性， 更强
调了市场机制的决定作用， 要求处理
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

府作用 。 但随着合作社 “被解散 ”、
理事长被抓， 社员人心涣散， 分崩离
析， 合作社数亿资产严重缩水。 与此
同时， 村集体经济也遭受创伤， 可谓
数败俱伤。

合作是农业合作社的关键词， 全
国股民最多、 产值最高的农业合作社
之一， 遭遇 “合作难” 窘境和 “被解
散” 风波， 无疑是法治的尴尬。 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
建设 “法治中国” 的重要决定， 强调
依法行政、 大力发展市场经济， 赋予
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被验 DNA” 缺乏法理支撑
武汉女大学生返校途中意外身亡，

警方要求数千名男性师生提供血液样

本。 山东滨州学院 “为抓小偷破案， 数
千学生集体被要求抽血收集 DNA”， 如
此大规模的 “集体验血”， 目的是为了
“尽快破案”。

根据法律规定， 犯罪嫌疑人必须是
特定的人， 对尚未找到的和身份未确定
的犯罪实施者不能称为犯罪嫌疑人。 基
于这样的法律概念界定， 这数千名师生
显然是不符合犯罪嫌疑人身份的。 那么
这么大规模的集体验血， 显然是与法律
条文存在明显相悖的地方。 在法律审判
上尚且奉行着 “疑罪从无” 的原则， 那
么在侦查阶段， 对于这群完全不存在犯
罪嫌疑的数千名师生， 怎么可以被要求
“集体验血” 自证清白呢？ 这不仅是对
公民人身权利的侵犯， 同时也是对公民
尊严的践踏 。 如此办案 ， 如何能服众
呢？

不得不说， 采取集体验血的方式或
许是提高办案效率的快捷方式。 但是如
果罔顾了法律基本常识， 那就是简单粗
暴的执法犯法。 作为执法机关， 最起码
的要求， 应该是依法， 应该对权利的敬
畏。 把破案建立在粗暴的集体验血上，
不仅无法体现执法的英明和霸气， 只能
把执法中的懒惰和无能暴露无遗。

在这两起 “集体验血” 事件中， 还
有一个让人唏嘘遗憾的地方， 就是学校
方面对这样明显存在与法理相悖的 “警
方要求” 的绝对配合， 甚至有老师觉得
“反正是协助警方， 我们都没觉得有什
么”。 姑且不说这位老师擅自代言 “数
千名师生” 的不妥， 作为教书育人的学
校， 或者说传道授业的老师， 都应该有
独立的判断和爱护学生的担当。

———高亚洲

声音

废止劳教彰显法治

废止劳教顺应潮流。劳教制度在历史
上对于维护社会正常的生产、 生活秩序，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 刑事和行政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以
及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其局限性日益明
显，废止劳教乃大势所趋。

废止劳教合乎民意。 近年来，颇受关
注的“任建宇案”、“唐慧案”等引起了社会
各界对劳教制度的质疑，民众对废止劳教
的呼声愈来愈高，一度将废止劳教推向了
舆论的风口浪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恰恰回应了群众

的呼声和期待。
废止劳教彰显法治。 从法理上来讲，

劳教制度弥补了行政处罚与刑罚之间的

真空地带，自有其合理性，但现行劳教制
度的依据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因有
违宪嫌疑而广为学界所诟病，废除劳教合
乎法理，彰显法治。

当然，废止劳教并不意味着社会管理
的松懈，《决定》 在废止劳教的同时提出，
要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

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就为劳教制度
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代温世

微言大义

地方政府在具体执行中， 可能需要
设置一个节点， 对节点之后出生的 “单
独二孩”， 免缴社会抚养费。 但对节点
之前出生的 “单独二孩”， 可能要按照
修订前当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算
做超生的孩子， 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

授原新认为， 对 “抢生” 二胎按照什么
标准征收社会抚养费 ， 才能让这部分
“单独” 家庭觉得公平、 可接受， 就要看
地方政府能否出台妥善的配套细则了。

观点

法治时评 荥荥

控烟立法，顶层设计还没有
徐小飞

清华大学教授 张建伟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既是一项宪法原则，也是一项重要的诉讼原
则。在司法实践中落实这一原则，乃宪法权威之所系，不可等闲视之。实践表明，
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的宪法原则，需要具体措施加以保障，没有周密的配套措
施和必要的制度安排，司法权就难以脱离茧缚，从而成为实现公正的可信赖的
力量。

显而易见， 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不仅是司法机关的使命， 也是政治乃
至司法改革需要达成的目标。 十八届
三中全会 《决定》 将保障司法机关依
法独立行使职权作为未来改革的一项

内容， 其引人注目的一项重大举措是
司法机关的人财物改由省级统管， 并
使司法辖区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 使
司法机关摆脱地方控制， 为实现依法
独立行使职权迈出重要一步。 这项改
革措施倘若能得以顺利推行， 将为司
法公正提供重要的体制保障， 有利于
满足社会对于司法公正的期待， 增进
民众的福祉。

需要指出的是， 司法超越地方主
义的上述司法改革措施， 对于实现法
治国家的目标来说有着不可或缺的重

要意义。 尽管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和
司法机制千差万别， 但各国的宪法和
法律体制中关于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

立行使职权的原则和基本标准实质上

是一致的。 重申和阐明司法权依法独
立行使的原则以及基于这种原则的实

施标准， 有助于改善司法和加强制度
性的法治文化。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与法

治有着密切的关系， 司法权独立行使
是现代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司
法权的独立行使能够为政治民主提供

一个有力的支撑， 同时又是保障个人
自由的必要条件。 以民主、 自由为基
本特征的现代文明社会无不在建构政

治和司法体制时建立起司法权独立行

使的制度。
我国近代学者已经认识到司法在

政治民主和文明方面具有的举足轻重

的作用， 认为中国政治要有所进步，
必须从司法一门入手。 事实上， 这在
许多国家早已是常识性认识， 如戴雪
在 《英宪精义》 （1885 年） 中指出，
法治的重要特征之一是 “普通法律与
普通法院居优势”。 这表明， 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 在国家境内， 没有一人

高居法律之上。 每个人， 不论为贵为
贱为富为贫， 都要受命于国内所有普
通法律 ， 并处于普通法院的管辖之
下。 这意味着官吏和臣民受到普通法
院执行的普通法律的同等制约。 它排
斥政府行为享有的特殊豁免权或对涉

嫌政府官吏的案件加以特殊制裁。 它
意味着所有人平等地服从由普通法庭

实施的国家普通法， 包括所有在职官
吏， 倘若违法， 一律与庶民同罪。 从
戴雪对 “法治” 特征的经典描述中可
以清楚地看到： 在 “法治” 概念中，
司法机关具有极不寻常的地位。 法院
是约束立法机关不违反法律和对拥有

庞大权力的行政机关加以控制、 防止
其滥用权力的重要力量。 所以司法可
以说是法治的屏障。

我们已经认识到， 没有司法机关
依法独立职权， 可能会有申韩式的法
治、 诸葛式的法治， 但不会有现代意
义上的民主的法治 。 正如安吉尔所
言： “如果人们并不将法院看作是代
表着一种公正的制约的话， 那么法治
这一概念就失去了其大部分作用 。”
所以， 要厉行法治， 就应当提高司法
机关的地位， 并保障其行使职权方面
的独立性。 可以说， 没有司法机关独
立行使职权的制度独立， 宪法和法律
至上的局面就难以确立， 法治就容易
流为空谈。

就我国当前法治进程来说， 为了
使司法机关能够发挥约束行政机关的

作用， 前者必须具有不受后者干涉的
独立性， 首先应当实现对地方主义的
超越， 在司法权受制于地方的格局被
打破之后， 还应进一步推进司法权独

立行使的制度保障。
多年来， 司法机关对于依法独立行

使职权的障碍因素有着深切的体验和清

醒的认识。 在影响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
使职权的客观因素中， 地方主义成为司
法权行使的主要障碍之一。 所谓地方主
义是指违背各地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的

国家特性， 将司法机关化为地方政府的
一个 “部门”， 地方司法机关扮演着维
护地方利益的角色， 难以行使司法权触
动地方权威而追究不法行为， 使某些案
件在办理中有关法律难以得到全面、 彻
底落实。 这种司法权的地方化， 不仅使
司法机关在某些涉及地方利益和地方权

威的案件中难以承担起应有的司法使

命， 引起社会的疑虑和当事人的不满，
而且严重损害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影响
法治大局的形成。 显而易见， 超越地方
主义， 才有望使法律切实得到落实， 让
司法机关真正扮演好客观、 中立的裁判
者的角色， 发挥司法机关在国家和社会
治理中应有的作用。

司法地方主义之所以能够形成， 是
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实权部

门。 司法机关为了使人事安排符合自身
的期待， 使财政保障满足自己的需求，
不得不屈就地方的钳制， 这就为地方权
威部门不当干预司法权提供了条件和空

间， 在与地方部门的各种利益纠葛中，
司法机关很难对后者的干预和影响果断

说“不”。 久而久之， 司法机关将自己纳

入地方利益格局之中， 从中获得利益的
满足 ， 逐渐丧失司法权依法独立的意
识， 不自觉地同化于地方主义。

司法机关人财物转由省级统管， 是
摆脱地方主义的第一步。 这一步是在稳
健推进改革的大思路中慎重作出的选

择， 这一步迈得好， 就为将来进一步实
现中央统管司法机关的人财物提供经

验， 打下基础。 这对于司法机关来说，
当然无异于久旱之甘霖。

将司法辖区与行政区划适当分开的

改革措施， 是司法机关去地方化的另一
措施。 司法辖区与行政区划严格同一，
强化了司法依附于行政的色彩， 增进了
司法人员的地方意识， 反之， 根据实际
需要打破这种同一性， 有助于摆脱司法
人员的地方意识， 使司法机关的独立状
态得到强化。

当然。 超越地方主义的改革措施，
可能触动经济发达地区的司法机关利

益， 他们与地方经济发展有着利益分享
关系， 切断这种利益连接， 可能使一些
司法机关感觉自己的利益受损因此对改

革态度不够积极。 这里需要指出， 地方
司法机关切不可因割断与地方的利益连

接而焦虑不安， 如因司法改革中超越地
方主义带来某些地方输送的利益丧失，
对于国家法治大局来说， 绝对是必要的
丧失， 这种丧失应当通过进一步完善人
财物的司法保障制度———如通过编订和

批准预算来保障司法需求以及统一提升

司法人员的福利待遇———加以弥补。
对于超越地方主义的改革措施， 司

法机关应当张开双臂加以欢迎， 给予热
情拥抱 ， 这是司法工作发展的难得机
遇， 所有的司法机关都应积极投入这一
改革。 每个司法人员都应成为司法改革
的助力而非阻力。

全球控烟研究所中国分中心主

任杨功焕表示， 目前我国控烟力量
逐渐壮大，控烟氛围逐渐浓厚，但是
控烟步伐缓慢。 唯有完善控烟法律
才能从根源上控制烟草流行趋势，
呼吁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环境无烟

法规。

控烟立法被认为是控制吸烟最有

效、 最直接的措施。 我国许多省市都进
行了专门的地方性控烟立法。 2003年11
月10日， 我国正式签署 《烟草控制框架
公约》， 2006年1月该公约在我国正式生
效 。 尽管我国地方性控烟立法数量众
多， 覆盖面广， 但是现有地方立法的位
阶较为低下， 有的内容较为滞后， 控烟
立法减少烟草危害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

发挥。 我国加入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已经7年多了，但是至今也没有兑现当初
全面控烟的承诺， 离公约的要求还有很
大的距离。

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在未来
五年要 “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 的目
标，控制烟草的内容首次被写入纲要中。
但目前我国没有国家级的控烟立法，要
贯彻落实 “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国
家级的控烟立法已是势在必行， 刻不容
缓。近几年来，全国两会委员和代表多次
联名提案，建议进行国家立法控烟，90%
以上的民众也支持国家控烟立法。 多年

的地方立法经验和民众的支持， 表明国
家级控烟立法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国家级控烟立法展望方面， 应扩
大控烟范围，按照《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第8条第2款的规定， 防止接触烟草烟雾
的范围应当限定在室内工作场所、 公共
交通工具、 室内公共场所以及适当时包
括其他公共场所。 因此，控烟的范围不仅
限于公共场所，还应包括工作场所等。 我
国地方控烟立法当中关于单位和个人法

律责任的规定， 多数是以罚款的行政处
罚的方式出现， 对单位罚款的数额大多
数在3000元以下， 对吸烟者个人不听劝
阻的处罚数额也较低， 较低的违法成本
不但不能预防和遏制违法成本的发生，
甚至还会纵容违法者再次违法。 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 国家立法应当提高罚款
数额， 加大对不听劝阻以及不履行控烟
法律责任的场所经营者和管理者的处罚

力度。
从实践执法情况来看， 控烟立法法

律实施效果非常差，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的现象非常普遍， 很多地方十几年来没
有开出一张罚单， 执法难成为阻碍控烟
工作前进的一大难题。 控烟立法要走出
“画饼”困境，必须多措并举，形成合力。

控烟事关每个公众的身体健康，单
纯依靠执法机关的被动执法很难达到理

想的效果， 而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关注和
努力， 要扩大公众参与控烟活动的途径
和方式。 立法机关要把公众参与作为一
项基本的控烟基本原则写入法律法规之

中，广泛向社会征求意见，并举行立法听
证会，鼓励志愿者组织、其他社会组织和
个人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控烟工作或者为

控烟工作提供支持。 行政机关每年应向
社会公布控烟年度报告， 接受公众的监
督， 并且充分利用舆论的力量推动控烟
工作。

当前， 控烟执法模式的混乱和不确
定性是我国控烟立法贯彻落实情况不理

想的重要原因，如一些地方出现“九龙治
水”的控烟执法模式。这种模式虽然调动
了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力量， 扩大

了控烟的执法群体， 但容易形成部门之
间互相推诿，最终形成无人管理的局面。
而且，控烟执法主体应独立于烟草行业，
具有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背景， 并有专
门的执法监督队伍和充足的经费保障。
鉴于我国现有的控烟立法、 执法的具体
情况， 我国的控烟工作应当采用统一执
法模式， 目前可由当地爱国卫生运动委
员会或卫生行政管理部门领导和管理本

地区的控烟工作。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

必行。 每年的世界无烟日，各地都会大张
旗鼓地开展控烟检查和执法工作，但往往
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草草了事，导致控烟
工作流于形式， 公共场所仍然 “吸烟者
众”。当前，控烟执法机构应进一步加大执
法力度，提高处罚标准，提高吸烟者违法
成本，让其不敢、不能在禁烟场所吞云吐
雾。控烟执法应当注重惩罚性和教育性并
重，要寓教于罚，情理法并用，教育公众知
法守法，自觉杜绝吸烟行为，共同打造无
烟社会。

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关注人民法院司法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