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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大义

观点

廉政监察员岂是“摆设”

廉政监察员，旨在发挥廉政监察员
身处基层一线、易于透过蛛丝马迹第一
时间发现问题，避免因小积大、因小拖
大，从而将廉政风险降到最低，确保本单
位廉政建设的健康发展。

事实上，从各单位的兼职廉政监察
员发挥作用看，多数兼职廉政监察员往
往是只干了主业，廉政监察的副业基本
不去过问，作用发挥更无从谈起。如此一
来，兼职廉政监察员成了名副其实的摆
设。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有兼职廉政监察
员作用发挥好的单位，由于发现问题及
时、报告及时、处理及时，致使一些违纪
违法的苗头及早得到化解，在“治病救
人”的同时，也避免了大的违纪违法问题
的发生。

所以说，尽管兼职廉政监察员是兼
职，但由于兼职的对象涉及一个单位廉
政建设的大问题，势必影响单位发展建
设的全局，在任何时候马虎不得、小视不
得、大意不得，只有把兼职廉政监察员的
兼职责任履行好了，单位加强廉政建设
才大有希望，才不至于出现因小不慎而
酿大祸的悲剧。

——朱玉军

遏制少年暴戾，法制教育跟上

7月30日凌晨，有精神障碍的52岁
的李艮库被多名未成年人围殴致死。参
与打人的共7人，其中最大的嫌疑人仅
仅16周岁，最小的3人尚未满14周岁。

从案件发生的时间来分析，家庭管
理不严是导致惨案发生的直接原因。案
件发生在暑假期间的一个凌晨，这些未
成年学生居然还在街上游荡，其监护人
没有尽到监护职责是显而易见的，对此
造成的后果，这些孩子的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必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但是，从案件发生的内在原因来看，
学校法制教育的缺失助长了这些少年的
暴戾之气，让其对自己的行为不加控制、
不计后果。“无知者无畏”，正是在法律意
识淡薄的无知下造就了悲哀的结局，一
个生命因此被终结，七个少年终究被法
律所惩处，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背负的
这个污点今后虽然能通过自身努力来漂
白，但是这笔心灵的债必将背负终身。

事发后，当地有些学校组织了面向
家长的法律培训，表明学校已经意识到
了法制教育的重要性。但是这类法制教
育不能止于一时的亡羊补牢，更应注重
长效机制的建立。2013年6月13日，教
育部、司法部等5部门曾下发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的若干意
见》，提出了一系列加强法制教育的具体
措施，这一意见已经实施一年多了，可真
正付诸实际的有多少？对那些亟须加强
的农村教育，这一意见又如何落实，谁来
督促落实？意见实施一年多，在校未成
年学生造成的惨案却一再发生，有关部
门是不是可以启动倒查机制，查查这些
惨案发生地有没有落实好这些意见呢？

意见毕竟只是指导性文件，不具有
强制力，要真正使意见规定的这些措施
落到实处，还得将其上升到法律的高度，
用法律之手撑起法制教育的大旗，从思
想根源上祛除少年的暴戾之气，最大限
度地降低未成年学生围殴他人惨案的发
生。 ——许 辉

声音

反“四风”不能一蹴而就，整治会所
中的歪风，需要常抓不懈，要持续开展明
察暗访，常杀回马枪、常回头看，防止会
所被禁后变换形式、死灰复燃。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
副秘书长高波认为，会所终将无处遁形，
歪风终将无处藏身。

短评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信息化”加“好传统”
助司法公开全覆盖

徐晓琴

针对不同群体的司法需求，
加强信息化建设的同时，继承和
发扬好传统方式，力求实现司法
公开的全覆盖。

近年来，信息技术在人民法院工
作中的广泛运用为司法公开工作插上
了科技的翅膀。特别是 2013 年全国
法院司法公开工作推进会召开以来，

“三大平台建设”、“天平工程”等现
代信息技术推动司法公开工作取得了
实质性进展。

信息技术为案件实时跟进提供了
平台。“法治对人权的保障，体现在
当事人能第一时间知道自己所涉案件
的进展情况。”随着人民群众法治观
念、权利保障意识的增强，他们急切
要求知悉法院的运作机制以及自己享
有的权利。而信息化平台的搭建能为
公众查询案件流程、安排应诉日程提
供方便，使法院在公众心目中建立起
诚实守信、公平公正的影响力。

信息技术为公众监督审判、执行
提供了平台。网络交互平台下的司法
公开，受众更广，给用户带来的感受
也更直观。这样的方式使司法过程完
完全全“曝晒”在“阳光”下，为公
众监督司法是否规范运行提供了便
捷，充分保证了依法公开、全面公
开、实质公开、及时公开、规范公开
的实现。

信息技术为信息数据存储提供了
平台。由于法院案件数量不断增加，
纸质文书存储易丢失、易损坏、存储
受限的局限，使得建立健全规范的数
据管理系统，成为司法公开基础材料
储存工作的当务之急。庭审录像证据
保存、审判管理平台数据保存、案卷
档案保存、裁判文书保存等都必须依
赖信息化建设的发展，以实现司法资
源的高效利用，为司法公开各个环节
提供原始资料和数据储备。

总之，信息化为司法公开提供了
技术支撑，使司法公开驶入科技的

“快车道”，人民法院应坚持司法公开
的信息化之路。但另一方面，结合目
前的司法现状看，深入推进司法公开
也需要在传承中发扬，在继承中前
行。

“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
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里的“看
得见的方式”并不是片面的信息化方
式，也不是与传统模式相脱离的方
式。

年龄、学历等因素导致人民法院
面对的不同群体中，有的惯于借助现
代信息技术实现自己的司法需求，有
的则对现代信息技术不熟悉，甚至不
了解，只能借助传统方式获取司法需
求的实现。如果忽视了这一司法现
状，就会忽略部分人群的司法需求，
司法公开就不是完全的、实质的公
开。因此，司法公开不能因为信息技
术的优越性，一味强调信息化方式，
而完全抛弃传统的司法公开方式。应
看到，一些好的传统司法公开方式仍
有其存在空间和受众。

因此，人民法院在充分利用政务
网站、微博微信、网络直播平台等信
息化方式进行司法公开的同时，应当
辅之以公示栏、宣传册、走访告知等
传统方式，做好信息化与好传统的加
法，实现司法公开的全覆盖。

官员举报官员无疑值得鼓励和
期待，只有从人身安全和社会接受
度两个方面，保护好举报的官员，官
员举报官员的风险才能降低。

官员举报官员，无疑是反腐的“利器”，
也需要更多勇气，因为这种举报意味着看
得见的风险与看不见的风险。看得见的风
险主要是打击报复；看不见的风险主要是
官场舆论。因此，为了让官员举报官员少些
后顾之忧，应该给这些举报者双重保护。

首先，是制度的保护。在官员举报官
员时，也曾出现过这样的个案：有纪委的
官员在举报当地领导时，选择向媒体求
助。这种公开举报，可以看成是借助舆论
的力量来促使事件得到尽快处理，但同
时也应该看成是一种自我保护，以及对
制度的不完全信任。本来，作为纪委人员
对如何举报，如何自我保护应该了然于

胸，但是出于对制度的不完全信任，对权
力的心有忌惮，还是首先选择了网上实
名举报。这当然不是一种随意之举，一些
官员举报官员后被打击报复，甚至被罗
织罪名入罪的情形都有发生过。

事实上，关于保护举报人的制度并
不少，这些制度当然也适用于举报的官
员。但因为制度执行的不利，以及救济的
迟缓，导致了一些举报人并没有得到很
好的保护。因此，在完善制度的同时，必
须做到信息的公开透明，让举报的处理
不能暗箱操作，同时，要给予举报者更及
时更有效的救济，让他们在面临打击报
复时，有制度和组织可以依靠、撑腰。

其次，是舆论的保护。对于官员举报
官员，存在两个舆论场。一是公众领域的舆
论场。在这个舆论场里，官员举报官员被视
为一种英雄的行为，必然将受到舆论的称
赞和褒奖。但同时，舆论也应该给这些举报
的官员更多支持和保护——以舆论监督
的方式，督促事件得到公开透明的处理，以
保护举报官员防止其受到打击报复。这是
可以通过信息传播与观点传播做到的。

而在另一个舆论场中，官员举报官员
就未必得到呼应。这个舆论场就是官场，
在等级分明、强调服从的官场，举报尤其
是以下对上的举报，通常会被认为是以下
犯上，不知分寸或者别有用心，即便，官员

举报官员最终成功，对于这样的官员，
人们也会觉得难堪大用，或者难以相
信，从而将其打入冷宫、冷眼以待。只有
改变官场的舆论环境，官员举报官员才
能还原为公民举报。

从公共利益的角度看，官员举报
官员无疑值得鼓励和期待。制度必须
给他们以足够的保护，防止他们因此
受到打击报复，舆论也必须给他们充
分的支持。只有从人身安全和社会接
受度两个方面，保护好举报的官员，官
员举报官员的风险才能降低，人们也
才不会把这种举报看成是官场的争
斗，而非公民的举报。

如何降低官员举报官员的风险
李劭强

法治时评 ▷▷

从审监视角看原审如何做到案结事了
王淑丽

要牢固树立审判质量重于泰山的理念，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
案件的审判质量效率，在结案前自己先监督、自己先纠错，做到预防在前、防
微杜渐，实现案结事了。

依法申诉、申请再审是法律赋予当
事人的合法权利。但申诉、申请再审增
加了当事人的诉累，使人民法院产生大
量的内生案件，造成了审判资源的浪
费。要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就需在原
审中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做到定分
止争、案结事了。审判监督工作既是依
照监督程序对已作出的生效判决在实
体上、程序上或其他方面是否存在错误
进行监督，同时又是对原审的进一步

“体检”。因此，以此为视角分析判断原
判决存在的错误和瑕疵，可以提高一
审、二审的案件审判质量，对服判息诉
工作起着重要的作用。

笔者对6172件案件（其中3745件
审结申诉案件、2427件申请再审案件）
进行了分析。发现当事人之所以不服
原审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向上一级法
院提出申诉申请再审，除了当事人自身
的原因如不服心理、侥幸心理、赌气心
理等原因以外，相当一部分案件也确实
在认定案件事实方面、适用法律方面、
程序方面、裁判文书方面等存在一些问
题。

当前，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逐年
上涨，新类型等疑难复杂案件不断增
加。而法院审判人员短缺断层的趋势
日益明显，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
法官的审判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但是，

作为承担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神圣职
责的法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审判工
作百分之一的失误，对当事人来说可能
就是百分之百的伤害，同时也损害着法
律的权威和司法公信。因此，要牢固树
立审判质量重于泰山的理念，采取各种
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案件的审判质量
效率，在结案前自己先监督、先纠错，做
到预防在前、防微杜渐，实现案结事了。

一是要准确查明案件事实。案件
事实是法官依照诉讼程序，运用证据规
则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依据当事
人的主张、提供的证据和通过对证据的
审查判断加以确认的事实。这是诉讼
的核心。准确查明案件事实是确保案
件质量的基本前提，而依法审查认定证
据则是查明案件事实的关键。在原审
程序中，要根据当事人在整个诉讼过程
提交的诉状、答辩状及庭审中的陈述内
容，综合运用证据规则、逻辑推理和经
验法则，从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
性等方面，对证据有无证明力以及证明
力的大小进行分析。因证据证明力的
原因导致无法对争议的事实作出认定

时，要向当事人释明举证责任分担依
据，正确把握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依法
公正分配举证责任。要围绕争议焦点
审查证据，使事实认定与证据的审查紧
密结合，焦点突出，层次分明，对举证、
质证、认证结果有完整的逻辑体现。要
围绕证据形成、存在、发展的特点和客
观规律等进行审查，坚决排除虚假证据
和非法证据，最大限度地使法院认定的
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尽可能相一致。

二是要正确适用法律。正确适用
法律的前提是准确识别案件法律关系
的性质，如把加工承揽关系认定为雇佣
关系、把委托合同关系认定为代理关
系，将导致认定案件的法律关系发生失
误和偏差，适用案件的法律必然有所不
同，得出的判决必然迥异，使当事人的
真实意思可能因为法官的认定错误而
被歪曲。因此，要全面、准确理解法律、
司法解释，尤其要掌握立法原意。此
外，还应当准确理解新旧法的衔接问
题，上位法与下位法的适用问题，指导
性案例参照等问题。

三是要严格办案程序，确保程序公

正。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保障，没
有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就难以实现。因
此，不能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及主要证据
的质证权。未经依法传唤，不得缺席判
决。不得遗漏或超出诉讼请求进行裁判，
遇有法律规范有回避情形的应坚决依法
回避等。要确保庭审不走过场，通过公开
审理，提高庭审质量，切实做到以公开促
公正。

四是要重视文书制作，切实提高文书
质量。要注重文书规范性。围绕裁判文
书的首部、事实与证据、理由、裁判结果、
尾部、附项六个方面进行叙明。要增强文
书逻辑性。裁判文书要具有外在的逻辑
结构和内在的逻辑内容，符合法律逻辑的
一般要求；要提高文书说理性。加强对质
证中有争议证据的分析、认证，在裁判文
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要确保文
书准确性。裁判文书语言简洁、明确、流
畅，严格遵照词语本意，严格遵循语法规
则，严格沿用固定的模式化语句和语词。
同时，还要按照关于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等
相关规定，及时、全面公开裁判文书，主动
接受社会的监督，并以此逆向推动裁判文
书质量的提高。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8月22日（总第6078期）

申请人南皮县祥涛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因丢失承兑汇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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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号码10400052 23846430；出票日期2014年2月21日；出
票金额310000元；出票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收款
人：天津市大港汽车配件厂；付款行：中国银行天津西青支行营业
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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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河县残疾人联合会因遗失中国建设银行宁河支行
转账支票壹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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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66443；出票人宁河县医院；
出票行: 中国建设银行宁河支行；金额 12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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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宁河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献县树坡建材租赁站因遗失票据号码为 10400052
20246266，出票金额为800000元，出票日期为2014年1月26日，
到期日为2014年7月27日，出票人为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港航建设
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保税区分行营业
部，收款人为曹妃甸区鑫泽土石方工程处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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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京西电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因遗失票号为
1040005224189563，出票日期 2013年 7月 8日，出票人重庆深
渝北斗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收款人上海京西电子信息系统有限
公司，付款行中国银行重庆渝北支行营业部。背书人上海京西
电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70000元整，汇票
到期日 2014年 1月 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申请人以宣告该
承兑汇票无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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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潍坊金龙工业用呢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银行承兑汇
票壹张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已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该票据记载：出票日期为贰零壹肆年陆月零壹拾日，票
号为 40200051 21209924，票面金额为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出
票人为安徽省绩溪方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宣城裕田
农资有限责任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付款人为安徽绩溪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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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绩溪县人民法院

申 请 人 福 州 隆 楷 纸 业 有 限 公 司 因 票 面 号 码 为
3010005122063847，出票日期为2014年4月22日，票面金额为
人民币 50000元，出票人为福建友通实业有限公司，付款行为
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五一支行，收款人为福州中兴印刷设计有
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收款人福州中兴印刷设计有限公司背书
转让给申请人后不慎遗失。现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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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古镇月好圆灯饰门市部因持有的中国工商银
行江门分行高新区支行支票一张（发票人为中国工商银行江门
分行高新区支行，出票人为中山市古镇顺兴托运部，持票人为
中 山 市 古 镇 月 好 圆 灯 饰 门 市 部 ， 支 票 号 码 为 10204430
43821423，金额为 21288 元） 不慎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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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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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长沙市博旺农业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银行
承兑汇票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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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为 30200053/24994422，面额为
83888.13元，出票人为湖南省新一佳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付款
银行为中信银行长沙分行账务中心，收款人为长沙市博旺农业
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4年 7月 4日，汇票到

期日为2014年11月4日。申请人为最后持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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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长沙大鲨鱼电器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票号为
30500053（24168320），出票日期为2014年7月11日，汇票到期
日为2015年1月11日，出票金额为叁拾万元整，出票人为长沙
谷合汽车配件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民生银行长沙四方坪
支行，收款人为湖南湘欧有色金属贸易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
申请人长沙大鲨鱼电器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
30500053（24168319），出票日期为2014年7月11日，汇票到期
日为2015年1月11日，出票金额为伍拾万元整，出票人为长沙
谷合汽车配件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民生银行长沙四方坪
支行，收款人为湖南湘欧有色金属贸易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
申请人长沙大鲨鱼电器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
之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做出除权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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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沾化和诚商贸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出票
人为盐城爱菲尔菌菇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盐城市钧涵贸易
有限公司，持票人为沾化和诚商贸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江苏常熟农
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2014年4月11日，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10
月11日，票面金额为30000元，票据号码为3140005124882241，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提出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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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熟古建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一
份，出票人、持票人均为常熟古建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张家港市财政局非税收入专户，出票行为建行常熟支行
营业部，出票日期为 2012年 6月 27日，票面金额为 80000元，
票据号码为0010004120842031，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提出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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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绍兴金道齿轮箱有限公司因毁损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
营业部承兑汇票一张，于2014年8月4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该汇票出票人为江苏九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票号为
31400051/21085654，票据金额为34945.90元，收款人射阳县合兴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付款人为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持票
人为绍兴金道齿轮箱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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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射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银行承兑
汇票丢失一案查明：出票人大石桥市编织袋厂，付款银行营口分
行核算中心，出票日期2014年6月27日，汇票到期日2014年12月
27日，银行承兑汇票票号31300051-27531305，票面金额为叁拾
万元整（300,000.00元）；收款人营口弘源物流有限公司，失票前
持票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请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上述银行承兑汇
票权利的行为无效。 [辽宁]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通辽市通明电力电熔镁砂有限公司银行承兑
汇票丢失一案查明：出票人大石桥临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付款
银行营口分行核算中心，出票日期2014年7月3日，汇票到期日
2015年1月3日，银行承兑汇票票号31300051-27531390，票面金
额壹拾柒万元整（170,000.00元）；收款人通辽市通海镁业有限责
任公司，收款银行农行科区第一营业部，失票前持票人通辽市通
明电力电熔镁砂有限公司。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请权
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银行承
兑汇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权利的行为
无效。 [辽宁]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文水县瑞丰不锈钢丝材厂因不慎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票号 （40200052 22350067） 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2 月 13
日，到期日2014年8月13日，票面金额为五十万元，出票人山
西意顺祥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侯马经济开发区平福贸易有限
公司，由申请人持有该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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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侯马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昆明东管理处嵩阳分
处因其所持的农业银行嵩明分理处转账支票1张（支票号码为：
1030533002110917）遗失，为避免上述支票被人非法占用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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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嵩明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东区丰盈包装材料商行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 （该汇票号码为 40200051/21367211 票面金额人民币
49000元、出票人浙江升谷电子有限公司、收款人新海薄板集
团有限公司、持票人中山市东区丰盈包装材料商行、出票日期
为2014年1月8日、汇票到期日2014年7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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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武义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4年5月20日受理了申请人河北大运河医药物流
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该票据记载 （银行汇票号码为
10400052 25040771，出票日期为2014年4月4日，出票人为重
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医药批发分公司，收款人为河北大运河
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汇票金额为472553.5元）内容。依法办理
了公示催告手续。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的，根据申请人
的申请，本院于2014年8月11日依法作出（2014）南法民催字
第16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起，
申请人河北大运河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
付。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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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包括反垄断执法在内的市
场监管体系，一方面离不开执法力
量的整合强化，另一方面也有赖于
相关部门无禁区反垄断执法的决
心。

国家发改委8月20日公布了对日本
8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和4家轴承企业价
格垄断行为的处罚决定，罚款约12.4亿
元，创下我国反垄断史上新的处罚记录。

由于缺少竞争压力和发展动力，缺
乏外部制约监督机制，垄断性行业往往
会违背市场法则、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
权和选择权，衍生出种种不良“副产
品”。我国反垄断法也对“垄断行为”做
出了具体规定，其中之一即“具有或者可
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
中”。从这个角度来说，日立、电装等八
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和不二越、精工等四
家轴承企业涉嫌达成并实施汽车零部
件、轴承的价格垄断协议，已经违背了反
垄断法。

事实上，价格垄断不仅违背法律，其
对汽车行业的危害更是巨大。因为这些

企业不正当地影响了汽车零部件及整车、
轴承的价格，不仅损害了下游制造商的合
法权益和消费者利益，而且对汽车业健康
业态的形成也是一种危害。相关部门对
此予以严肃查处，并作出相关处罚，完全
符合法治精神，也符合市场经济自由竞争
之要义，清晰地释放出国家维护公平市场
环境、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信号。

更何况，对日立、电装等涉嫌垄断企
业采取措施也是一种与国际接轨的表
现。因为日本的反垄断机构很早就对上
述企业进行了调查，其后这些企业还向
美国、欧盟等反垄断法实施较早、执法活
跃、规定严格的反垄断机构自首。我国
按照反垄断法对上述企业集中开展反垄
断调查始于今年4月，而今又根据域外
管辖权对其开出罚单，完全称得上是一
种与国际接轨的表现，也彰显出市场经

济体制的鲜明特征。
再来看案件查处，不管是发改委向

相关企业发送调查询问问题清单和提供
相关资料的清单，还是将直接参与价格
协商的人员和公司管理人员请到发改委
进行询问，抑或是正式下达行政处罚决
定书之前向企业发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尊重企业的陈述申辩权利，以及按照
相关违法事实予以从重处罚或对符合反
垄断法宽大条款规定的企业依法免除减
轻处罚，都显示出对法律的尊重，彰显了
社会主义法治的进步。

其实，对危害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
进行反垄断调查和执法，当前已经成为
世界公认的市场经济规则。如今相关部
门启动对汽车及配件的反垄断调查，并
对日立、电装等涉事企业开出垄断罚单，
无疑能够打破这种垄断，促进价格逐渐

回归理性，让公众从反垄断罚单中受
益，对整个行业来说也是一次普法教
育。由此产生出来的“涟漪效应”，不
仅能够刺激资本投资信心，更能够激
发企业创新动力，在更深层次上推动
中国汽车市场的健康良性发展。

进言之，反垄断执法也是建立现代
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下
放行政审批权的同时，制定对行业与部
门经营体制与决策、采购、服务、定价及
内部分配等各种经营行为予以约束并
便于监管的法律与法规，完善包括反垄
断执法在内的市场监管体系，将对维护
公平竞争环境发挥重要作用。而要完
善包括反垄断执法在内的市场监管体
系，这一方面离不开执法力量的整合强
化，另一方面也有赖于相关部门无禁区
反垄断执法的决心。

反垄断“最大罚单”凸显法治力量
杨 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