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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最高法院十大司法政策

汤维建

公布时间 ： 2013 年 10 月 28
日 （详见本报 2013 年 10 月 29 日
第二、 三版）

为民、 公正、 公信： 司法改革三部曲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汤维建

该 《意见》 的主题在其标题中已
然揭明， 也就是提出了三个关键词：
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与司法公信力。
这三个方面并非三个目标， 而是一个
总目标的三个环节 。 匮乏了司法公
信， 司法的机体便瞬间停顿。 然而司
法公信并不是沙中之塔， 它要而且也
只能矗立在坚实、 深厚的公正司法的
土壤之上。 有了司法公正， 司法公信
力才能因此而生； 离开司法公正而谈
司法公信， 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然而， 司法公正与否是由人民群
众来最终评定的。 人民群众是否会给

司法者投出 “公正” 一票， 关键还是
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那句话 ： 是否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
感受到公平正义”。 要让人民群众感
受到司法公正， 唯有一途可走， 这就
是司法者必须自始至终都胸怀一颗为

民司法的红心。 为此， 该 《意见》 特
别强调司法质量与效率， 特别强调司
法公开与民主， 特别强调司法便民与
为民， 这三个方面， 再配之以改革与
大局的背景， 全国法院上上下下一起
努力， 司法公正与司法公信就会源源
不断地生产出来。

公布时间 ： 2013 年 11 月 21
日 （详见本报 2013 年 11 月 29 日
第二版）

司法公开进入深水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汤维建

司法公开本质上是对高度聚合化

的司法权所进行的一种解构性努力，
就是将笼罩着神秘色彩的司法权掰开

来、 揉碎了， 让它晾晒在公开透明的
阳光之下， 将其通俗地、 直观地、 可
视地展示在当事人面前， 展示在社会
公众面前， 让人们去充分地理解、 阅
读、 领会乃至评头论足。 这里所彰显
的是司法者的自信和智慧， 所去除的
是司法的神秘主义以及由此所导致的

司法中的艰深与晦涩， 乃至司法中的
不公与腐败。

通过司法公开， 司法公信力寻找

到了新的增长点。 司法公开缩短了民
众与司法之间的距离， 增强了司法对
于民众的亲和力， 能够容易获得民众
对司法的理解与信赖。 同时它也强化
了司法者对于司法的责任感以及排除

干预司法诸障碍的胆识与力量。 法律
在司法公开的平台上显得更加伟岸和

光辉； 正是通过司法公开的平台， 法
律从冷冰冰的象牙塔走进了民众的心

里， 从而使冷漠的司法变成温暖的司
法。 日积月累， 这势必使司法公信之
树日益变得枝繁叶茂， 最终撑起依法
治国的蔚蓝天空。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科学的司法
理念是公正司法的前提。 《意见》一方
面强调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 依法独
立行使审判权、程序公正、审判公开、
证据裁判等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从思
想上树立科学的司法理念。 另一方面
通过四个方面机制的强化、 完善与建
立、健全来防范冤假错案：一是严格执
行法定证明标准，强化证据审查机制。
二是切实遵守法定诉讼程序， 强化案
件审理机制。 三是认真履行案件把关
职责，完善审核监督机制。四是充分发

挥各方的职能作用，建立健全制约机
制。 由此，《意见》以审判为中心，确立
了科学的防范冤假错案的机制：以科
学的司法理念为思想防线，严把案件
事实关、证据关，以证据审查机制、案
件审理机制 、审核监督机制 、制约机
制规范法院审判行为，从理念到制度
逐步构建了一套 “让审理者裁判、由
裁判者负责 ”的工作机制 ，对于保证
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防范冤假错案，
实现司法公正和树立司法公信力具

有重要意义。

审判阶段防范刑事冤假错案的科学机制已经确立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樊崇义

公布时间：2013年 10月 9日（详
见本报 2013年 11月 22日第二版）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的意见》

《意见》 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
力度、 保护密度和保护广度受到公
众充分肯定， 充满着司法智慧和人
文关怀， 既是对于现实罪情、 舆情
的细腻关注和及时反馈， 是刑事政
策 “接地气” 和 “通暖气” 的充分
体现， 更是司法解释通过凝炼司法
经验、 总结类案特点以释放法条空
间、 释放法条能量的创新性探索，
亮点不只一处。 从实体法的角度来
看， 《意见》 是非常好的一次 “扩
张解释 ” 实践 ， 尤其是对于 “当
众” 内涵的合理扩张是亮点之一。

长期以来关于 “当众” 的理解
是站在被害人是成年妇女的保护立

场， 理解为是当着多人的面实施犯
罪， 而 《意见》 结合性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的案发规律和特点， 对 “当
众” 作出了极具亮点的解释： “在
校园、 游泳馆、 儿童游乐场等公共

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 、 猥亵犯
罪， 只要有其他多人在场， 不论在场
人员是否实际看到， 均可以依照刑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 第二百三十
七条的规定， 认定为在公共场所 ‘当
众’强奸妇女，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猥
亵儿童。”如此一来，对于发生在校园、
儿童游乐场等公共场所针对未成年人

实施的性侵害犯罪，无论“在场人员是
否实际看到”，都要升格法定刑适用幅
度，予以加重处罚。 这一扩张性解释，
有效、全面、充分地把握了刑法规范的
应有内涵和可能空间， 充分释放了法
条的空间、潜力和能量，满足了公众朴
素的正义感，是一个成功解释的典范。
它既让社会公众认识到刑事政策和司

法解释的剑之所指， 也为严厉制裁性
侵未成年人犯罪提供了具有实际可操

作性的规范性依据， 是司法智慧和司
法解释制作智慧的充分体现。

公布时间 ： 2013 年 10 月 23
日 （详见本报 2013 年 10 月 25 日
第三版）

主要内容： 《意见》 共 34 条,体
现 “最高限度保护”、 “最低限度容
忍” 的思想， 主要从依法严惩性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 加大对未成年被害人
的保护力度两个方面做了规定。

《意见》 明确了此类犯罪依法从
严惩治的原则 ； 细化了办案程序要
求 ， 强化了办案机关及时立案和收
集、 固定证据等职责； 要求准确适用
法律， 重点明确了奸淫幼女等性侵害
犯罪的法律认定原则。

“当众” 内涵的合理扩张彰显司法智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于志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公布时间： 2013 年 9 月 6 日（详
见本报 2013 年 9 月 10 日第三版）

主要内容： 《解释》 共有十条，
对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 寻衅
滋事、 敲诈勒索、 非法经营等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的问题作了明确解释。

樊崇义 于志刚刘仁文 刘 霜康均心 王欣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大
力加强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
若干意见》

主要内容： 《意见》 全文共计
九个部分 45 个条文 1 万余字， 几
乎涵盖人民法院执法办案、 队伍建
设等所有工作领域， 系最高人民法
院新一届党组认真总结提炼以往历

届党组工作经验 ， 结合当前新形
势、 新任务、 新要求， 充分调查研
究后形成的一份纲领性文件。 宣示
了新时期人民法院的工作主线， 突
出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 “切实
践行司法为民” 宗旨； 二是 “大力
加强公正司法”； 三是 “不断提高
司法公信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
台建设的若干意见》

主要内容： 《意见》 就人民法
院如何全面推进审判流程公开、 裁
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

台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 同时， 对
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工作

机制提出明确要求 ， 涉及组织领
导、 物质保障、 统筹协调和督促协
调等各个层面。

《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
制的意见》

主要内容： 《意见》 分为五个
部分共 27 条， 从五个方面对防范
刑事冤错案件提出意见： 坚持刑事
诉讼基本原则 ， 树立科学司法理
念； 严格执行法定证明标准， 强化
证据审查机制； 切实遵守法定诉讼
程序， 强化案件审理机制； 认真履
行案件把关职责， 完善审核监督机
制以及充分发挥各方职能作用， 建
立健全制约机制。

《解释》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
基础上， 明确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
的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
经营等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并对
相关犯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共同犯罪的认定标准等作出规定，
还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犯罪适

用公诉程序的条件作了列举， 使自
诉和公诉的界限得以澄清。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该司法解释
坚持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坚持
打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诽谤等犯

罪与保护公民表达权和监督权并重，
注重运用刑罚手段在预防、 规范、教

育、指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如在论及
敲诈勒索罪时，要求行为人必须有主动
向被害人、被害单位实施威胁、要挟并
索要财物的行为；如果行为人不主动与
被害人联系删帖事宜， 未实施威胁、要
挟，而是在被害人主动上门请求删帖的
情况下， 以 “广告费”、“赞助费”、“服务
费” 等其他名义收取被害人费用的，不
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又如，《解释》厘清
了在信息网络上发表言论的法律边界，
据此，公民可以依法充分行使宪法赋予
的表达权和监督权。 当然，鉴于这一领
域既新又发展迅速，司法解释未来还有
必要结合实务经验不断完善。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 刘仁文

打击犯罪与保护公民权利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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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侯秋春申请宣告侯瑞钧死亡一案，经查：侯瑞钧，
男，1930 年 7 月 29 日出生，汉族，原住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
路 14 号院 3 门 04 号，身份证号 110108193007295434，于 1996
年 4 月 5 日从家中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
侯瑞钧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
期间为 1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何宗福申请宣告何永中死亡一案， 经查何永中，
男，汉族，1970 年 12 月 3 日出生，原住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
车站新村 70 栋 406 号，于 1995 年 12 月 20 日起下落不明。 现
发出寻人公告，希望何永中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
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安徽]铜陵市铜官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鲍振军申请宣告张玉兰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张玉兰，女，1961年 10月 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黄山
市屯溪区屯光镇篁墩村， 身份证号码 342701196110013024，于
1999年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张
玉兰本人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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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彭莲花申请宣告彭伟华死亡一案，经查，彭伟华，
男，1964 年 8 月 4 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建华四巷 16
号，因患精神病于 1982年 10月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彭伟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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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叶华修申请宣告叶伟东失踪一案，经查：叶伟东，

男，1973 年 4 月 8 日出生，汉族，广东省遂溪县人，住遂溪县北
坡镇文明路 108 号运河管理所宿舍，于 2004 年失踪，下落不明
已满二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叶伟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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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遂溪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韦秋霞申请宣告韦于登死亡一案， 经查韦于登，

男，1967年 11月 3日出生，壮族，广西鹿寨县人，住广西鹿寨县
中渡镇马安村马安屯 45号，于 2007年 10月外出未归。 现发出
寻人公告。 希韦于登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
联系。 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广西]鹿寨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胡庆谊申请宣告罗晓明死亡一案，经查：罗晓明，

女，1959 年 1 月 29 日出生，汉族，齐齐哈尔市电业局兴益水泥
电杆厂工人，籍贯辽宁省海城市，原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
区木器厂宿舍，身份证号码 230204195901290060，于 2001 年 4
月 3日中午 12时 30分左右去原单位同事张余家讨债， 至今下
落不明 12年之久。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罗晓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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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锋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世豪、李世玉申请宣告被申请人郭红利
失踪一案，经查：郭红利，女，1989年 3月 10日出生，汉族，河南
省禹州市人，农民，住河南省禹州市古城镇小集村 1组。 公民身
份证号码：411081198903104989。 郭红利于 2011年 6月因家庭
矛盾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三个月。 希望郭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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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魏书龙申请宣告被申请人马利红失踪一

案，经查：马利红，女，1978 年 5 月 5 日出生，汉族，河南省禹州
市人，农民，住河南省禹州市古城镇蔡坡村 3组。 公民身份证号
码：411081197805054960。 马利红于 2008年 8月因生气离家外
出，下落不明已满 2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希望马利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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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商城县李集乡王岗村委会申请宣告景云芳失踪

一案，经查：景云芳，女，现年 28 岁，水族，原籍贵州省三都水族
自治县，住商城县李集乡王岗村，于 2008 年 1 月起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月。 希望景云芳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
将依法宣告景云芳失踪。 [河南]商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郑海兵申请宣告郑勇死亡一案， 经查： 郑勇，
男 ，1992 年 2 月 16 日 出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29004199202160794，汉族，湖北省仙桃市人，原住仙桃市郑场
镇游潭村，于 2011年 8月 12日溺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
出寻人公告，希望郑勇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
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湖北]仙桃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沛然、李思涵、李赵梓轩申请宣告赵光盛失踪

一案，经查：赵光盛，男，1972 年 8 月 1 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
邵东县周官桥乡胜利村，身份证号码 43052720801051，于 2011
年 3月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
赵光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
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赵光盛失踪。

[湖南]邵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雷红申请宣告刘丽芳失踪一案， 经查： 刘丽芳，

女，1983年 12月 21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新田县人，农民，住宁
远县鲤溪镇雷玄村 2组，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 3个月。 希望刘丽芳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
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刘丽芳
失踪。 [湖南]宁远县人民法院

胡友根：本院受理申请人胡新根诉被申请人胡友根申请宣
告公民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胡友根，男，1946 年 8 月 17
日生，汉族，原住南昌市渊明南路 52 号。 于 1984 年 12 月 5 日
起与家人失去联系， 下落不明已满 29 年之久。 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一年。 希望胡友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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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应大古申请宣告应根飞死亡一案，经查：应根

飞（男，1975 年 2 月 28 日出生，汉族，新干县人，身份证号码：
362424197502280013）下落不明已满四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1年。 希望应根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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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干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高国强申请宣告高洁死亡一案，经查：高洁，女，

1986 年 4 月 24 日生，汉族，住宜兴市丁蜀镇台山村 295 号 207
室，于 1992 年 5 月 19 日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
告， 希望高洁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江苏]宜兴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延斌申请宣告刘小子死亡一案，经查：刘小子，

男，1987 年 7 月 4 日出生， 身份证号码 232131198707041211，
汉族，黑龙江省延寿县人，原住黑龙江省延寿县六团镇新河村，
于 2013 年 7 月 26 日在随渔船出海过程时落水失踪，至今下落
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司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 3个月。 希望刘小子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
日起与本院东港法庭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赵满囤申请宣告赵美玲失踪一案，经查：赵美玲，
女，生于 1985 年 4 月 26 日，汉族，现住夏县禹王乡中秦村新街
第六组 09 号， 身份证号码：142730198504261024。 赵美玲于
2008年 12月离家出走，下落不明至今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 希望赵美玲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 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满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
告赵美玲失踪。 [山西]夏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沛申请宣告郑美云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郑美云，女，1939年 8月 1日生，汉族，陕西省咸阳市人，系陕西
延长石油西北橡胶有限责任公司退休职工， 于 2002 年 4 月离
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
郑美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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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范明英诉刘祥华宣告死亡一案， 经查： 刘祥华，
男 ，1933 年 8 月 16 日 出 生 ， 汉 族 ， 身 份 证 号

510403193308162618， 原住攀枝花市西区太平北路 126 号附 1
号， 于 2009 年 5 月 14 日从南京到攀枝花市乘坐火车途中走
失，下落不明已满 4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 希
望刘祥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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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陶明英申请宣告帅涛死亡一案，经查：帅涛，男，
汉族，1983 年 4 月 11 日出生，居民，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白
云街 186号，公民身份号码：511102198304110416。于 2009年 8
月 9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 希望帅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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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魏全智申请宣告魏灵霞失踪一案，经查：魏灵

霞，女，汉族，1967年 4月 20日出生，于 2011年 7月 6 日起，下
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魏
灵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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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富蕴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赖辉申请宣告赖克志死亡一案， 本院于 2012 年
10月 20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一年。 现公告期届满，赖克
志仍下落不明，本院已审理终结。 本院于 2013年 11月 20日依
法作出（2012）麒民特字第 1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赖克志死亡。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云南]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昌权、吴昌庭、吴燕珍、吴燕芳、吴美燕申请宣告
吴昌宪死亡一案[（2013）贺八民一初字第 562 号]，本院于 2012
年 12月 16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一年。 现公告期届满，吴
昌宪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 本院于 2013年 12月 20日
依法作出（2013）贺八民一初字第 562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吴昌
宪死亡。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广西]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浩申请宣告孙汝霞失踪一案， 于 2013 年 9 月
12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3年 12 月 19 日依
法作出（2013）灌少民特字第 35号判决书，宣告孙汝霞失踪。 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 [江苏]灌云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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