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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短评

遵循法治规律 推进依法治国
丁国强

法治时评 ▷▷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观点

声音

微言大义

醉驾“入刑”刚开始，有些人不是
很理解，对酒驾违法嫌疑人还很同情。
后来看到酒驾整治带来的社会效果，便
逐渐认可我们的工作。现在最支持查处
酒驾行为的是那些当事人的亲属和朋
友。

——福建省晋江市交管大队一中队
中队长丁扬声

别让村官权力毫无顾忌地“私奔”

报载，近日，陕西省山阳县十里铺
镇磨沟口村村民向华商报反映，该村的
村委会主任陈某利用职务之便谋私利，
贪污村民的低保款。

村官贪污村民的低保款反映出低保
金发放公开公示不到位。试想，如果各
村把当年的低保金发放情况进行公开公
示半年以上，并设立县市级以上的举报
电话，加强群众监督，看村官还敢不敢
贪？

村官贪污村民的低保款还折射出相
关监管严重缺位。如果相关监管部门经
常监督检查，村官的权力也不会如此毫
无顾忌地“私奔”。

村官贪污村民的低保款破坏了公平
与公正，暴露了权力私奔泛滥。把权力
关进笼子，才能遏制这类权力自肥的冲
动，避免村民再次“很受伤”。

——玫昆仑

“不送礼，不好办”折射“官场病”

近日，在公开审理安徽省农委农业
产业化指导处原处长金树芳受贿一案
时，公诉方透露称接受审查的 78 家行
贿企业中，有不少提到“不给金处长送
礼，不好办”这样的话。看似企业得了

“疑心病”，由此折射出的“官场病”更
值得深思。

从字面上看，“不送礼，不好办”
并非意味着一票否决——“不能办”，
而是没有金钱开路，企业有种“路不好
走”的隐忧，这样的“疑心病”其实质
来源于对官场潜规则的担忧。记者曾对
上述涉案企业一一电话采访，大多数

“行贿者”对该案讳莫如深，然而很多
企业都不约而同提到金处长起不到多大
作用，“只要不坏事就行”。

不指望大作为，对体制内的诉求低
到如此，反映出官商交往充斥着不稳定
性和不安全感。在企业办事时，少数干
部或许在某些关键环节说不上话，也成
不了事，然而小权力也有寻租空间，

“暗处打闷棍”足以给企业带来麻烦。
对他们来说，雁过拔毛、虎过留皮不过
是一个招呼、一个暗示而已。而对企业
来说，送礼赔笑、留下买路钱，也算是
破财免灾。

剖析这样的病症，究其病理的根
本，在于体制“基因”发生畸变。行政
审批制度不完善、依法行政程序不
当、权力运行不透明，给“饕餮病
毒”的传播带来可乘之机：官员有权
力可用，企业有空子能钻。与此同
时，行政审批的配套政策不健全，特
别是监督环节的集体“失明”，无疑让
权力走出了笼子，让“不正之风”在
光天化日之下大行其道。

“不送礼，不好办”传染性和危害
性巨大，官商依此交往会陷入一种“沉
默的螺旋”，久而久之，“官场病”将充
斥整个权力生态。根治顽疾，在加快政
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
同时，还需抓紧配套政策的制定与落
实，将“不送礼，不好办”的潜规则纠
正过来。

——姜 刚 陈 诺（新华社记者）

练武维权暴露物业
管理的法治缺位

高 晋 姚小艳

法治中国与每个公民休戚相关
新华社记者 徐 扬

法律法规无处不在，影响着每
个人的生老病死，已成为保障公民
合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守护神”，在推动国家进步的过程
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受到海内外高
度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依法治国”的
会议主题。法治中国，并不仅仅是庙堂之
论，而是与每个公民休戚相关。法治建
设，人人受益；法如空气，须臾不可离开。

在宪法的基础上，我国已经制定现行
有效法律200多件，行政法规700多件，地
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近 9000
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对于不少人来说，这些法律法规，看
不见摸不着。事实上，法律法规无处不
在，影响着每个人的生老病死，已成为保

障公民合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守护神”，在推动国家进步的过程中发
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可以设想，没有物权法，公民维护私
产权利的盾牌是否能够硬气；没有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７天无理由退货”会有
多少商家响应；没有废除收容遣送制度
和取消劳动教养制度，还会有多少侵害
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行为得不到纠正。

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深得人心。一
部部法律法规，彰显了我国立法理念从
注重维护公权、便于行政，逐步转变为重

视规范公权、保障私权、尊重人权。从这
个意义出发，法治中国的前行，还会带来
更多公民权利的保障。

法治是安邦固本的基石，基础不牢地
动山摇。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法治昌
明，社会清明；法治不彰，乱国殃民。对
此，我们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社会失序
的痛苦也难以忘记。正因如此，在全面深
化改革的攻坚期，大力推进依法治国，更
显出其极端重要性和顶层战略意义。

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相同，
建设法治中国，每个公民不能袖手旁

观。公民不仅是法治中国前行的受益
者，更应该是参与者和推动者。要知
法懂法、信法守法，也要敢于用法，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
从国家到地方开门立法的过程，还要
说实话说真话，让每一部法律法规都
能最大程度的汇集民意民智。

法治中国，正在路上。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必将不负众望，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立下一座新的里程
碑，让每个公民都能从这次前行中获
得更多公平与正义的力量。

从福利分房到住房的商品化
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与之相伴
相生的物业纠纷就从来没有停止
过。究其原因是在法律的执行力
方面存在着诸多缺位。

据报道，紧邻北京的河北燕郊东
方御景小区物业雇请的保安，以暴力
阻挠业主维权。业主组队练咏春拳自
卫，上演了一出全武行的八卦维权。

从福利分房到住房的商品化已
经走过了三十多年，与之相伴相生
的物业纠纷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纵
观物业纠纷案件，普遍存在着四
难：一是人数众多，动辄成百上
千，审理难；二是诉求繁杂，原因
众多，辨析难；三是积怨已久，冲
突激烈，调解难；四是信访突出，
堵门堵路，维稳难。

在京畿之地，上演丛林法则，
实是不该。从物业管理条例到实施
细则，从物权法到各种司法解释，
不能说法焉不详，但始终没有很好
地解决这类问题。笔者看来，关键
在法律的执行力方面存在着诸多缺
位。

公权力的缺位。国人有很深的政
府情节和单位情节，这种归属感造成
了严重的依赖性，一刀切地把物业管
理推向市场，使业主在应对上缺乏足
够的心理准备。这种公权力的缺位与
市场机制、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的矛
盾一旦激化，群访闹访就成了不二选
择。客观上讲，物业纠纷案件表象的
背后存在着很多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如开发商的问题、政府各部门的协调
问题、历史遗留问题等。一有问题就
拒交物业费、水电费，从而演变成物
业纠纷。一旦起诉，就要求“打包”
解决。因此，物业纠纷的解决，公权
力不能缺位。

法律宣传的缺位。物业纠纷涉及
很多的法律规定，如墙面、楼顶、会
所、公共道路的停车位、维修基金等
等，除了法律的规定外，还有很多的
地方细则。对此，业主们大多不甚了
了，哪些是自己的权利？如何正确维
护自身的权益？更是无从谈起。

物业监管的缺位。徒法不足以自
行，物业公司的各种越位操作，如果
相关的行政监管部门能做到依法监
管、认真履责，业主们何至于长期维
权不果？物业管理具有一定的技术含
量，包含水电气暖、环卫、绿化、消
防、房管等多项内容，需要具备一定
的法律素养、公关能力和心理疏导能
力，而反观现在的物业管理队伍，普
遍存在着专业化程度不高的现象，难
以提供合格的公共服务。因此，要强
化对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管和市场秩序
的维护，加强对物管企业外部行为的
规范和内部管理的引导，提高准入门
槛，引入退出机制，加强培训考核，
细化专业分工。如将物业拆分为保安
公司、保洁公司、水电气暖部门，明
晰权责，避免物业公司一手遮天，切
实杜绝物业公司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
化而扭曲市场规则。

物业管理的好坏考验着我们的执
法能力。因此，法治国家、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要从社区法治开始，要
从物业管理法治开始。

遵循法治规律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就是对法治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不断深化的过程。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10月22日（总第6129期）

申请人厦门市宏池贸易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滨支行银行汇票一份（票据记载：票据号码
为10300042 20333224、出票日期为2014年10月10日、汇票到期
日为2014年11月10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35万元、出票人为厦
门市宏池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福建省永春双恒铝材有限公
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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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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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厦门市宏池贸易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滨支行银行汇票一份（票据记载：票据号码
为10300042 20333225、出票日期为2014年10月10日、汇票到期
日为 2014年 11月 10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36734.44元、出票人
为厦门市宏池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福建省永春双恒铝材有
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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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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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杉盛模塑科技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号码为
10300052 24476221，出票日期为 2014年 7月 17日，出票金额为
人民币 200000元整，汇票到期日为 2015年 1月 17日，出票人为
大渝机械（厦门）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青岛首屋铸造有限公司，支
付行为厦门农行杏林支行，背书人为南京徐工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最后持票人为浙江杉盛模塑科技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
之日起60日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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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华宇泰安锅炉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因遗失号码为

31300051 31463404的 1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现依法予以公示催告。该支票出票行为兰州银行白银分行营
业部，支票号码为 31300051 31463404，出票人为甘肃旺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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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无效。

[甘肃]白银市白银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北诚信有限责任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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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0052/20215214，金额 30万元，出票人南丰县丰园农贸有
限公司，收款人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工商银行抚
州南丰支行营业室，出票日期为2014年9月25日，到期日为2013
年3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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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元氏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北诚信有限责任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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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00053/23497727，金额5万元，出票人浙江舜江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收款人浙江舜昶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民生银行绍兴
上虞支行，出票日期为2014年8月28日，到期日为2015年2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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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元氏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龙珠宾馆有限公司因遗失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股金证一份，股东名称为南京龙珠宾馆有
限公司、股东账号为 3201880101706000007041、股金证号码
400006083、企业代码为 76817883-4、金额为 254918 元、开户日
期为 2011年 8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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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上述股金证
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股金证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沈秀秀因遗失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出 具 股 金 证 一 份 ，股 东 名 称 为 沈 秀 秀 、股 东 账 号 为
3201880101702000018868、股金证号码 400035311、身份证号码
320114194012152121、金额为373507元、开户日期为2011年8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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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上述股金证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股金证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王海虹因遗失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出 具 股 金 证 一 份 ，股 东 名 称 为 王 海 虹 、股 东 账 号 为
3201880101702000041916、股 金 证 号 码 400035300、身 份 证 号
320104199001180813、金额为196091元、开户日期为2011年8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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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上述股金证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股金证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伟旭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现金支票1张，票

号10203216/12225819，票面金额无，出票人、背书人均为南京伟
旭机械设备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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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聊城杰孚电机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该

汇票记载：汇票号为40200052/21542852，票面金额壹拾万元，出
票日期为2014年9月4日，到期日为2015年3月4日，出票人：潍
坊斐越工贸有限公司，收款人：潍坊金睿机械有限公司，付款行：
潍坊农商银行坊子支行。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现依法予
以公告。自公告发出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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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沂东来电器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一张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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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票号码31300052/25569092，票面金额伍万元，付款银行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4年5月30日，出票人全
称日照百海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全称日照市如铖源贸易有限
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临沂东来电器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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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四川领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因所持招商银行成都分
行营业部银行承兑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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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为 30800053 95182711，
金额为10万元整，出票人为四川华西蜀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四川广汉三星铝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4年 5月 28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4年 11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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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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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行为建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票号
10500052 20098768，票面金额5000000元（伍佰万元整），出票日
期 2014年 8月 26日，汇票到期日 2015年 2月 26日，出票人新疆
华电雪湖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收款人新疆金凤科技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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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昆明市官渡区胜利高仪表电器经营部（业主郑志湘）因

持有的中国民生银行玉溪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据号码为：
30500053 23341091、出票日期为2014年7月25日、到期日为2015
年1月25日、出票人为云南台力精密仪器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云南
巨峰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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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云南]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华源前线能源设备有限公司因其银行汇票（票
据号码9040004121351276、票面金额捌万元整、出票日期2013年

4月16日、到期日期2013年5月15日、申请人杭州华源前线能源
设备有限公司、收款人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支付银行杭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墩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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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安市全美照明材料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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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号码为 31300051/29173918；票面金额为叁万元
整；出票日期为2014年3月4日; 票据到期日为2014年9月4日；
出票人为杭州临安格朗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临安华阳
电子有限公司；持票人为临安市全美照明材料有限公司；开户银
行为太湖源信用社；付款银行为浙江民泰商业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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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示催告期内，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苏州日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因汇票一份（号码为

21652363，票面金额为100000元，出票人嘉善启扬旅行用品有限
公司，收款人上海申太塑胶有限公司，付款行嘉善联合村镇银
行，出票日期2014年6月26日）被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
公告之日起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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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嘉兴市万丰五金汽配有限公司凤桥分公司因汇票一

份（号码为21653456，票面金额为50000元，出票人浙江立基机电
制造有限公司，收款人嘉兴市万丰五金汽配有限公司，付款行嘉
善联合村镇银行，出票日期2014年9月16日）被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条的规定，
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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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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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首次以法治建设为主题，研究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遵循法治规
律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从某
种意义上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
对法治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不断深化的
过程。

法治规律是法治生成、运行、发展
和变迁的客观规律以及与经济、社会
等因素的内在关联。在社会转型时
期，法治所面临的现象和问题纷繁复
杂，要求我们把法治作为历史现象、社
会现象、文化现象来研究，深刻认识法
治的社会本质、历史本质和文化本质，
从而认真遵循法治规律。法治规律至
少包括社会变革规律、法治演进规律、
法律治理规律、司法运行规律、人的发
展规律等内容。

首先，要遵循社会变革规律。马
克思说：“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
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的，法律应
该以社会为基础。”法是在对复杂的社
会现象认识的基础上制定的。立法者
只有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规律，才能
够使法律最大限度地接近社会现实，

“纸面上的法”也就能够成为现实生活
中的“活法”。马克思说：“立法者应该
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
在 制 造 法 律 ，而 仅 仅 是 在 表 述 法
律。……如果这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
想来代替事物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应
责备他的极端性。”科学立法的实质就
是把握社会规律。法治的合理性就是
法治的合乎规律性。无论是立法，还
是执法、司法，都要运用法治实践理
性，顺应社会发展变革规律。从中国
现代化进程看，社会变革在统筹协调、
规避风险过程中呈现渐进性特征，给
公民参与、制度创新、利益平衡提供了

充分的空间，也适应了法治发展的渐
进性规律。法治认识、法治秩序、法治
体系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积累成法治
实践的一个个阶段性成果，最终汇聚
成推动法治建设的强大力量。

其次，要遵循法治演进规律。法
治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有不同
的实践路径。建设法治中国，必须认
真研究中国的法治演进规律。新中国
成立后，法治建设伴随着人民民主专
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而形
成，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
探索之路。1954年，毛泽东组织制定
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董
必武1957年在军事检察长、军事法院
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人类社会进
入文明社会以后，说到文明，法制要算
一项。虽然不是唯一一项，但也是重
要的一项。简单地说，国家没有法制，
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将法治作为人
类文明成果来认识，体现了很高的认
识水平。邓小平提出：“为了保障人民
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
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
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
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推动
了“要法治不要人治”社会共识的形
成。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
国基本方略。1999 年，“实行依法治
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
法。2010年，我国形成了以宪法为统
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
本方式。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

会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正在召
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法
治建设为主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重大问题。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进程中创造了协商民主、基层
自治、司法调解等法治成果。法治演
进不是社会的自发演进、自然变迁，而
是政府推进与社会演进的结合、顶层
设计与基层创造的结合、自上而下与
自下而上的结合的过程，也是法治思
想不断成熟、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
实践不断深入的过程。

第三，要遵循法律治理规律。法
治是人类运用法律规则治理国家和社
会的基本方式，有着自身发展规律，表
现为法律治理规律。法律治理是依照
法律对整个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治
理，使其体现法律价值，形成法律秩
序。美国法学家富勒说：“法律是使人
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法律治
理的核心是依法限制权力，使一切权
力都严格控制在法律的边界内，受到
监督和制约。法律治理的关键是运用
法治方式化解社会冲突，主动回应利
益多元化带来的社会挑战，使法律成
为社会生活的内在秩序。通过法律进
行社会控制，并不意味着单纯依赖法
律的强制性，而是将法律理性渗透到
社会控制之中，充分运用协商、说服、
沟通、妥协等体现程序正义的方式化
解冲突。

第四，要遵循司法运行规律。司
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手段。司法
运作机制是一种客观机制。尊重司法
运行规律，就是要尊重司法活动的被

动性、司法裁判的中立性、司法判断的自
主性、司法程序的正当性、司法权力的权
威性和司法主体的职业性，使司法权力
依照法律逻辑、司法规律运行，不受外部
因素干扰。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剥
离附加在司法体制上那些违背司法运行
规律的东西，真正按照司法运行规律配
置司法资源、完善司法程序、规范司法管
理、强化司法责任、加强司法监督、健全
司法保障。同时，要充分认识司法权的
有限性，司法并不是权利救济的唯一渠
道，司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矛盾、社
会问题，要善于借助多元化、替代式纠纷
解决机制化解社会冲突。

第五，要遵循人的发展规律。法治
建设既要合规律性，又要合目的性。法
律是人创设的，建构于人性基础之上，
体现着人的价值、权利、利益和需要，
也可以说，人是法的目的，法律是为人
而存在的，人的全面发展是法治的根本
的价值取向。法治的合理性首先来自人
的价值需要。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类文
明的标志，是法治文明的基础，也是法
治进步的根本尺度。有学者指出：“法
治从来不是人类仅为限制自己、束缚自
身的异化物，否则法治将失去任何意
义；法治是为了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保
障人能够享有做人的权利而出现和发展
的，法治的旗帜上始终写着‘尊重人
权、维护人权、保障人权’的口号。”保障
人权是法治的逻辑起点，也是法治文明
的基点。权利的受保护程度反映法治发
展的程度。法治建设要遵循人的发展规
律，努力实现法律价值与人的价值的有
机统一。

近日，河南新郑龙湖镇一面馆老板
因搬家从郑州市区带回半箱盐，却被当
地盐业部门以“跨区域用盐”为由进行
罚款。新郑属于郑州，而龙湖距郑州市
区仅11公里。

面馆老板黄先生说，他的盐是河南
省盐业总公司出品的正规加碘盐，罚了
200块钱，并被提醒用完之后要买本地
盐。据了解，新郑盐业公司隶属于郑州
市盐业公司。给黄先生出示的罚款依据
是《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相关条款。

“跨区域用盐被罚款”报道一出，舆
论哗然。其实，这种“奇葩罚款”的根源

正是政企不分、高度垄断的盐业管理体
制。这种体制严重背离了市场经济规
律，但由于专营带来巨额垄断利益，各级
盐业公司竭力强化专营体制，不少省、区
的盐业公司通过地方立法来制定地方性
的盐业管理条例，使垄断经营合法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积
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

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
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
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
最优化。而盐业的垄断专营体制与这种
精神相背离，盐业打着“保障食盐加碘
工作的有效实施”的口号，实质上是为
了维护自身的垄断地位。

18 日下午，新郑市盐业局公开向

社会道歉，也向黄先生道歉并退回了
没收的盐和罚款，并处分了两名执法
人员，表示将坚决改正。但是新郑市
盐业局的道歉并不能改变盐业管理存
在地区割据的现状，也不能改变垄断
专营的本质。因此，依据市场经济规
律，加快对盐业管理体制进行更加深
入的改革势在必行。

“跨区用盐被罚”是专营垄断之果
新华社记者 刘金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