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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书臻）日前，
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对最高
人民法院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各
级人民法院自建培训中心的情况进行
摸底排查，全面掌握所属培训中心的
建设、管理、使用情况，严肃查处培
训中心存在的利用公款大吃大喝、超
标准接待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
行为。

通知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把摸
底排查工作放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

治党”和深入推动人民法院党风廉政
建设的高度来认识，要纳入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范围，作为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整改内容和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重要举
措来抓，务求取得实效。

通知指出，摸底排查工作要实事
求是，对存在的问题不遮不掩。对自
查发现的违规建设、违规经营、违规使
用资金、违规处置经营收益等问题，要
立行立改，自行纠正。对利用公款大

吃大喝、超标准接待等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的行为及其他违纪违法
行为，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须于
今年 9 月 10 日前完成对自建培训
中心建设、管理、使用等情况的
自查登记。上级法院要加强指导
和重点抽查，督促整改落实。各
高级人民法院对本院和辖区人民
法院自查登记情况汇总梳理后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通知

部署开展自建培训中心摸底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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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我步行去上班，在经过没有交
通灯的路口时，司机老远就会把车停下来，微
笑地问一声‘早上好’，并示意我先行。那声
音充满着友善和关爱。灿烂的阳光照在大地
上，也照进了我的心底。我想，美好的一天又
开始了。”

7月 10日下午，国家法官学院 7号楼阶梯
教室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卓泽渊正在为全国
法院审判管理业务培训班学员讲授“推进法治
中国建设”。回忆自己几年前在加拿大作客座
教授的经历，卓泽渊用诗性的语言描述着。

同一间教室里，7月 6日上午，中国政法
大学副校长马怀德为全国法院国家赔偿审判理
论与实务培训班讲授了“运用法治思维化解社
会矛盾，推进社会治理”的课程。这是《法治
中国——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的重要论
述》一书出版以来，首次走进法官培训课堂。

“一个十分美丽的话题”

6月30日一早，国家法官学院迎来了全国
法院国家赔偿审判理论与实务培训班200多名
学员。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学员的教材中多
了一本白色封皮的书，红色的书名赫然醒目：

《法治中国——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的
重要论述》。

这本书的第一堂课安排在 7月 6日，授课
人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他以当前社
会矛盾的主要特点、矛盾产生的原因为切入
点，阐述了什么是法治思维，对法官而言意味
着什么，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化解社会矛盾，推
进社会治理等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
治中国的论述涉及立法、执法、司法、依法执
政、全民守法等方方面面，对于法官而言最重
要的是公正司法。” 作为授课者，同时也是这
本书第四章的编写者，对于如何讲好这第一
课，马怀德教授经过了认真思考。在他看来，
法官的主要使命是行使判断权。面对当前复杂
多样的社会矛盾，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化解矛
盾、维护稳定就显得尤为重要。

有启发有思考也有困惑。150分钟的课堂
上，学员们听得起劲，并不时记下笔记。高涨
的学习热情甚至蔓延到了课间和课后。从信访
到信法如何转变，信访改革如何同司法化解社
会矛盾有效衔接，专门行政法院如何设立……学员们抛出了一个个感兴趣的问
题。他们的勤奋好学、虚心求教给马怀德教授留下了深刻印象。

随后一期的全国法院审判管理培训班上，中央党校教授卓泽渊又给学员们
带来了一堂充满人文情怀的辅导课。

课程主题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的重要论
述”，卓泽渊将其称之为“一个十分美丽的话题”。作为《法治中国》的主编，
课堂上，他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进行了系统梳理和逻辑追述。

为使枯燥的理论变得生动易懂，卓泽渊善于用典型案例加以印证。比如，在
讲到“科学立法”时，他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庭审中，律师以中国的奶制品标准
中没有禁止添加三聚氰胺为由，为三鹿集团做无罪辩护。 ⇨⇨下转第二版

为了阻止司法网拍，竟雇请他人
恶意抬高价格，阻止竞卖。8月 4日，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依法对被
执行人杨武、苏婵两人予以惩戒，各处
以罚款人民币 5 万元。据悉，这是全
国法院首次对司法网络的恶意竞拍者
开出“罚单”。

妨碍执行恶意竞拍受罚

经生效裁判文书确认，杨武、苏婵
等4人因借贷纠纷被判对银行以及罗
某履行还款义务。经核算，执行金额
为316万余元。中山一院在依法受理
了强制执行申请后，向杨武等 4 人发
出执行通知书，要求申报财产，但被执
行人均置之不理。后法院经调查发

现，苏婵等人名下有一块936.5平方米的
土地及地上建有房产，立即进行了查封。

今年 3月 17日，法院将上述土地及
房产挂到淘宝网上的司法拍卖平台进行
公开拍卖，起拍价380万，竞拍保证金40
万。第一次拍卖因无人竞买而流拍。5
月29日，第二次网络司法拍卖开始，5人
参与竞拍。经过24小时竞拍，最后由出
价21次的杨某君成功竞买。然而，事后
杨某君却未按时付款。

经查，杨某君是受杨武、苏婵委托参
与上述房产的网络司法拍卖竞拍。法院
随后便发出法律文书通知杨武、苏婵支
付竞买尾款，并告知不支付尾款的法律
后果。但杨武等人回复说，他们当时登
记参与竞拍时就压根没有准备足够的资
金来支付拍卖款，而且他们也不会支付

尾款。杨武等人承认，他们之所以参
加竞拍，出价这么多次，目的就是把土
地及房子的竞拍价抬高，这样别人就
不会把地买走了。

杨武、苏婵两人在上述土地的网
络司法拍卖中，在明知资金不足、无力
支付拍卖价款的情况下，仍与他人激
烈竞价，恶意抬高价格，阻止他人竞
买，其恶意竞买行为已经严重妨碍了
法院执行，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遂依
法对两人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罚。

司法网拍岂容“随意拍”
“恶意拍”

中山第一法院执行局局长陆永伟
解释，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

定，法院对于妨碍或抗拒人民法院
执行的行为，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
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规定同样适
用于司法网络拍卖，而无购买能力
的恶意竞价行为就是典型的妨碍执
行行为。

对于恶意竞拍导致流拍如何补
救的问题，陆永伟解释道，竞买成功
者逾期未支付拍卖款的，法院可以
裁定重新拍卖。重新拍卖时，原竞
买成功者不得参加竞买。重新拍卖
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造成的差
价、费用损失，由其承担。法院可以
直接从其预交的保证金中扣除。扣
除后保证金剩余的，应当退还；保证
金数额不足的，可以责令补交，拒不
补交的，法院强制执行。

陆永伟提醒竞买者参与网络司
法拍卖需谨慎，不可“随意拍”，
更不能“恶意拍”。

恶意抬高价格阻止网络竞卖
中山第一法院对司法网拍的恶意竞拍者作出处罚

林劲标 刘香霞

8月2日，江苏昆山中荣金属制品
公司发生爆炸事故，目前，事故已造成
75人死亡，185人受伤。4日国务院事
故调查组确定，粉尘浓度超标，遇到火
源发生爆炸，昆山爆炸是一起重大责任
事故。

一个个鲜活生命的逝去又一次敲响
警钟。我们在痛惜之余不得不再次反
思：悲剧何以发生？

责任落实不到位是事故发生的内
因。作为安全生产的责任企业，中荣公
司不仅对车间内的安全漏洞熟视无睹，
就连工人必备的安全培训和保障设备也
都能省则省，置车间工人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于不顾。同时，对于安全生产
的通知检查，更是“来人了做做样子，
过后还是老样子”，如此一来，车间生
产的环境必然恶劣之极，劳动者生命安
全和健康保障长期处于危险状况。时间
久了，疏忽之下，终惨祸酿成。

监管者无作为是事故发生的外因。
在“招商本位”的影响下，有关部门为
了引来“财神爷”，不惜降低安全生产

的监督标准和底线；为了赢得企业的
“芳心”，不惜以安全生产和劳动者利益
为代价。时间长了，疏于管理和督查也
就成了常态，甚至同企业“穿起了同一
条裤子”。显然，让他们自断其粮，如
同与虎谋皮，而劳动者无疑成为了最大
的受害者。

惨剧发生，“人祸”大于“天灾”。
当“看不见的手”失去力量，“看得见
的手”的力量就要迅速补位。企业不在
乎安全，政府部门就要让企业认识到安
全；企业不在乎那点安全事故的处罚，
政府部门就要让企业付出惨重代价。因
为，再全面的通知、文件的下达也抵不
过一次实打实的认真检查和严格整改，
更深刻的事后眼泪也抵不上事先的严格
防范措施，以及对法律和生命的尊重和
敬畏。

昆山之殇折射监管之失
王新亮 马志星

本报讯 8 月 2 日至 3 日，最高
人民法院青年联合会的委员们在主席
罗东川的带领下一行 36 人赶赴张
北，用实际行动建设“美丽中国”。
这次活动是最高人民法院青年联合会
响应党组号召，加强环境保护，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志愿行动。

两天里，他们除草、剪枝、植
树，头顶烈日、挥洒汗水，植下了最
高法院青年们对祖国蓝天、大地的深
爱，植下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
态文明的追求，植下了为维护和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信心与
决心。

“绿化荒漠，净化心灵，面对需求，
我们行动！”这成为青联委员们的共
同誓言。他们纷纷表示要把勇敢、无
私、奉献的志愿精神带回工作，带回身
边。据了解，绿化志愿者基地是由“北
京榜样”、北京市政协委员廖理纯先生
自筹资金建立的，在4000多人次志愿
者的共同努力下，已经育苗植树百万
棵。最高法院青联委员们是参与绿化
志愿活动的第199团。 （丁广宇）

“快跑，地震来了！”8月3日16时30
分，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北纬 27.1度，
东经103.3度）发生6.5级浅源性地震，震
源深度 12 千米。一时间鲁甸县的通讯
全部中断，附近的昭阳区、巧家、会泽等
县震感强烈。据悉，此次地震是云南省
近14年来遭遇的最大一次地震。

8月3日下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张学群接到报告后，立即从“及时组
织抢险救灾、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努力防
范次生灾害、及时上报受灾情况”四个方
面对抗震救灾工作做出部署安排，第一
时间向灾区法院干警表达关怀问候，要
求当地法院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注重自
身安全，全力配合党委政府组织开展抢
险救灾工作。一时间，灾区险情牵动着
云南三级法院干警的心。

8月 3日 16时 50分，鲁甸县人民法
院全体干警收到单位短信，火速赶到单
位集中。17时，该院副院长冯国凤带领

首批5名男干警出发赶往地震中心——
龙头山镇。随后，20时 30分，在备勤
准备、工作分配就绪后，鲁甸县人民法
院院长刘易青带领第二批干警 36 人分
为 6个组，分乘 5辆车，组成抢险应急
分队赶往重灾区龙头山镇。应急小分队
人员分别携带了应急手电、干粮以及抢
险救灾的工具和物资。另有7名干警留
守在县法院机关随时待命。

一路上，看到载着伤员迎面呼啸而
过的救护车，干警们的心情越发沉重。
通过和首批出发已经到达灾区的干警联
系后得知，龙头山镇人员伤亡惨重，财产
损失严重，全镇土木结构的房屋几乎全
部倒塌，砖混结构的房屋至少有 1/3 倒
塌，死亡人数暂未确定。据了解，龙头山
中心法庭办公楼严重受损，地基下沉，楼
体移动 60公分，部分墙体开裂，墙皮脱
落。在严重的灾情面前，法官们只有一
个心愿：成为与时间赛跑的人，争分夺秒

赶到重灾区，及时对受灾群众开展救援
工作。

车辆到达小河口后，道路受阻，刘易
青当即指挥干警在黑暗中步行前进。沿
途到处都是坍塌开裂的路段，原本绕山
腰而行的公路时时濒临让人胆寒的断
崖，断崖下隆隆水流声轰鸣咆哮，而山上
不时传来沉闷的滚石坠落声。在灾情面
前，干警们不顾自身安危，打着手电筒急
速跑步前进。遇到送出的伤员，干警们
施以援手；看到有搬运的物资，干警们全
力协助……到达骡马口后，刘易青获悉
营盘村灾情严重，立即指派法院应急分
队第四组前往营盘村营救，其他人员继
续向灾区腹地挺进。

当晚，鲁甸县法院干警及时赶到龙
头山镇抗震救灾指挥部。在电筒光照射
下，一片片彻底倾覆的土坯房呈现在干
警们的眼前。按照当地党委的统一安
排，法院干警立刻投入到抢险救灾工作

当中。是夜，大雨倾盆，余震不断，山头
上巨石滚落之声不绝于耳。为避免次生
灾害危害抢险救灾人员的生命安全，接
指挥部指令，法院全体干警原地待命，待
天亮后，分别奔赴抗震救灾点抢救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

地震发生后，巧家县人民法院及时
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对措施，核实基层
法庭人员、财产损失情况。院长刘松要
求全院干警处于备勤状态，保持24小时
通讯畅通，时刻做好参与抗震救灾的准
备。经核实，巧家县人民法院老店、大
寨、小河法庭未出现地震灾情，无干警受
伤，办公楼、法庭、车辆未受损，干警住房
无损坏。截至 4日 16时，巧家县人民法
院已派出四辆警车 14 人奔赴一线灾区
苞谷垴乡参与抗震救灾工作。

8月 4日 9时，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陈昌转达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和云南高院党组对灾区全体干警的慰
问。领导的关心和各方的支持极大鼓舞
了灾区干警抗震救灾的信心。

截至8月4日16时，昭通市两级法院
共组织了149名干警前往一线参与抗震
救灾工作，前线干警除做好外围安保工
作外，还参与搜救21次，救出伤员18名。

本报昆明 8 月 4 日电 （记 者
茶 莹）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向云南地
震灾区法院发出慰问电，向灾区法院干
警及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并向战斗在
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广大法院干警致以崇
高的敬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对云
南地震灾区法院情况十分关切，要求最
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迅速开展工作，并

拨出款项支援灾区法院开展抗震救灾和
恢复重建工作。

收到慰问电后，云南法院全体干警
深受鼓舞。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及时将
最高法院的关心和慰问传达到灾区法
院。云南高院院长张学群表示，要把最
高法院和周强院长的关心和鼓励带给灾
区法院和全体干警，全力以赴参与抗震

救灾，做好本职工作，努力维护社会大局
的稳定。云南高院党组当即作出决定，
及时安排资金，支持昭通法院抗震救灾。

正在灾区一线抢险救灾的昭通市两
级法院干警表示：一定不负上级法院和
领导的关心和鼓励，在当地党委、政府
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参与抗震救灾，努
力做好自救工作，积极克服困难，尽快

恢复法院正常工作，通过发挥法院职能
作用，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提供有力
的司法保障。

又讯 云南地震灾情牵动全国法院
干警的心，今天下午，江苏省高级人民
法院给云南高院发来慰问电，向灾区法
院及全体干警致以诚挚慰问，并向昭通
中院汇款20万元支持抗震救灾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发出慰问电 云南灾区法院干警表示

全力以赴参与抗震救灾 努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争分夺秒的二十四小时
——云南灾区法院干警抗震救灾纪实

本报记者 茶 莹 本报通讯员 陈萍辉 胡 波 段琼梅

最高人民法院青年联合会用
志愿行动为“美丽中国”增绿添彩

本报西宁8月4日电 （记者 袁
有玮 通讯员 那 亮）今天，青海省
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
通报开展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专项活
动、执行指挥中心建设、公布失信被执
行人信息和即将开展的“转变执行作风
规范执行行为”专项活动情况。

青海高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
安排，决定自2014年7月15日至2015年
7月 15日开展为期一年的“转变执行作
风规范执行行为”专项活动。这次活动
的任务是清理执结一批未结执行案件。
对 2014 年 6 月 30 日前立案执行的一年
以上有财产可供执行未结案件；涉民生
执行案件；银行业协会提供的各类银行
为申请执行人，有明确可供执行财产的
借贷纠纷案件执行完结。清理化解最高
人民法院、省高级人民法院交办、督办的
执行信访案件。青海高院根据实际提出

了工作方案，明确各阶段的工作任务目
标、方法步骤，严明纪律，保证阶段性工
作成效。全省法院对符合条件的执行案
件，年底前要清理 40％以上，至活动结
束前要全部清理完毕。

青海高院要求各级法院以专项活动
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和促进执行长效机
制建设。建立执行流程管理机制，对执
行案件实行流程管理和节点控制。完善
立、审、执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建立
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的衔接机制。建立
符合执行工作实际、正向激励作用明显
的执行案件考评体系，避免弄虚作假、
虚报浮夸和逆向淘汰现象的产生。建立
规范执行的立案、结案标准。明确执行
案件的立案审查标准，统一执行案由和
案号排序标准，统一执行结案方式和结
案标准，避免应立不立、体外循环和虚
假执结。

青海高院着力清理未结执行案件

关注鲁甸地震

8月4日，江苏省洪泽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在三河镇开设巡回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了3起危险驾驶案件，并通过以案释法，向旁听群众宣传交通法规，收到了
良好的法律、社会效果。 陈 嘉 廖 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