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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讨论法治的比较优势，就难以奠定法治的思想基础，构建法治意识形
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下，讨论法治的比较优势，有助于改革共识的形
成。

理解和寻找法治的比较优势
丁国强

法治时评 ▷▷
复旦投毒案：让司法的归司法 舆论的归舆论

史洪举

出租车是公共交通的重要补充，与
居民生活密切相关，出租车公司的既得
利益必须破除。

——北京汇佳律师事务所律师邱宝
昌

修法要充分保障纳税人权益

国务院法制办近日公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
求意见稿）》引起各方密切关注。人们期
待修订后的税收征收管理法能制约收税
主体的权力，充分保障纳税主体的权益，
并以此为契机助推当前税制改革。

税收征收管理法是税收领域的“母
法”，不仅关系到税务机关的征管行为，
更与个人和国家利益息息相关。实践证
明，这部法律在我国税制改革进程中起
到了关键助推作用。

同时也应当看到，在当前法律框架
下，我国税收征管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
例如，一些地区税收执法权过于集中；随
意执法、粗暴执法时有发生；税收讲计划、
求指标的怪象依然存在；收“过头税”“寅
吃卯粮”等执法方式还有待改进。

在强调依法征税、依法纳税的今天，
公民已不再是被动的纳税主体，而是税
收的权利主体和受益者。修订税收征收
管理法要契合时代变化，更多体现从侧
重征税权力到侧重保护纳税人权利，从
治民到治权的法治转变。

细心的人会发现，在这次税收征收
管理法修订中，“法定”二字成为草案中
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例如，草案首次提
到，要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税收征收管
理，在“法定”权限内作出书面预约裁定
等。这都有利于制约规范税务部门权
力，让税收权力运行于阳光之下。

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要充分保障纳
税人权益。群众期待修订后的税收征收
管理法能明确纳税人享受的各种税收优
惠，完善税收争议解决机制，规范对税务
部门权力的监管，明确一些承担公共服
务职能的社会组织可享受的优惠。此
外，一些事关民生的税收改革方向也应
在修订中更多地体现。

法治是深化税制改革的基础保障，
完善立法是税务改革的题中之意。要在
充分尊重和保障纳税主体权益的基础
上，吸收民意、民智，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开门立法，力争让税收征收管理法更
完善，以此深化税制改革，破除今后我国
税制改革中的法治壁垒。

——新华社记者 冯国栋 陈 诺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社保费标准上涨
还需法治思维

张智全

地方政府出台关乎绝大多数
群体切身利益的相关政策，应严
格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决策，特
别是在涉及牺牲部分群体利益的
决策时，更应严守程序正义。

新年伊始，就在国务院决定推出
终结养老“双轨制”改革、以期降低养
老保险缴费水平之际，全国各地却迎
来了社保缴费基数标准的普遍上涨。
据新华社报道，目前已有天津、重庆、
福建、江西等地执行新的社会保险缴
费基数标准。与2014年相比，用人单
位和职工需要缴纳的社保费用均出现
不同程度的上涨。

从各地上涨社保缴费标准的理由
来看，上一年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提
高无疑是最直接的诱因。在全国社保
基金每年缺口高达100亿元的现实困
境下，提高社保缴费基数标准自然顺
理成章。不过，看似合理的举措却并
未赢得公众的认可，不少人认为这是
变相加税。究其原因，是缴费标准上
涨事关广大群众多掏腰包的切身利
益，不仅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明
确提出的“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
率”改革目标相悖，而且这种没有法
律授权的“任性”行为，明显具有侵占
公民钱财的违法色彩，涉嫌侵犯公民
的法定权利，难以得到公众的普遍认
可。

从依法治国的角度讲，地方政府
随意采取上涨手段弥补社保基金缺
口，可能确实不合理不合法。按照法
治思维，法无授权便不能行之，地方政
府的权力只有在法律的严格约束下，
才不会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立法法
修正案草案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
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
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虽然草
案还在审议中，但行政手段必须在法
律的授权范围内运行已是大势所趋。
换言之，即使是为了公共利益，类似调
高社保缴费基数标准的措施，出台之
前也必须拿出法律依据，通过法定程
序后再行使权力，而不是“任性”地随
意上涨。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居
民收入增长和企业效益并不乐观，随
意上涨社保基数缴费标准，无疑加重
了居民和企业的负担。有专家指出，
这种牺牲长远发展后劲的做法，不但
于事无补，反而属于涸泽而渔的“任
性”冲动。而要遏制权力的“任性”，必
须规范地方政府权限。地方政府要实
施类似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上涨缴费
标准措施，除了要有明确的上位法依
据外，最起码的，也必须通过有立法权
的地方人大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给
政府明确授权，才能确保相关政策举
措在法律上的正当性，从而避免违背
良性行政伦理和法治精神的行为出
现。

众所周知，公平正义的实现，是以
程序的正当性为前提的。故此，行政
行为的合法性，须臾离不开严格的程
序。地方政府出台关乎绝大多数群体
切身利益的相关政策，应严格按照法
定的程序进行决策，特别是在涉及牺
牲部分群体利益的决策时，更应严守
程序正义，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最大限
度尊重各方利益，尽量形成绝大多数
的共识，以此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和民
主化，从而确保决策的执行更加体现
公平正义，进而实现决策实施惠顾民
生的良性循环。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在作出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战略部署的同时，批评了当前损
害法治的问题：“一些国家工作人员
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
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
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的说明》中鲜明指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
路。”这些论述，体现了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的政治自信和对法治规律的科
学把握，体现了对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的深刻思考和对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经
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体现了对“法
治更具比较优势”这个基本共识的理
性认同。

法治是一种比较选择。江必新在
《法治国家的制度逻辑与理性构建》
一书中，从制度逻辑和理性构建层面
论述了法治国家建设的价值取向、推
进路径和实现方式。书中说，法治不
是天然最佳的治理方式，它的优势是
在其他治理方式比较中体现的。这一
比较几乎贯穿了人类治理的全过程，
与人类治理思想和治理智慧的成熟完
善相伴随。

古希腊哲学家十分喜欢讨论人类
采取哪种治理方式更好这一问题。柏
拉图在“智者的统治”和“法律的统
治”之间，选择了前者。他认为哲学
家是最理想的统治者。他的 《理想
国》强调精英高于法律，“优良的人
不需要命令”。亚里士多德在比较研
究了158种政体之后，得出法治优于
人治、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的结
论，指出：“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
法治更为可取。”

同样的争论，在中国先秦时期也发
生过。关于人治，孟子曰：“徒善不足
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荀子曰：

“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
则存，失其人则亡。”关于法治，商鞅
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
信，三曰权。”“国无常强，无常弱。奉
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17
至 18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
家和启蒙思想家关于人治与法治之争将
批判的矛头对准封建君主专制。洛克认
为，人类不论处于何种状态都不能离开
法律，在自然状态下需要有自然法，在
政治社会需要有成文法。孟德斯鸠认
为，专制政体意味着恐怖、专横和暴
力，一个人只有受法的支配才自由。美
国思想家潘恩说：“在专制政府中，国
王便是法律；同样的，在自由国家中，
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19世纪末20世
纪初，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严复、
章太炎等对法治的优势进行了思考，认
为实行法治是救时治乱的迫切需要。梁
启超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说：“逮于
今日，万国比邻，物竞逾剧，非于内部
有整齐严肃之治，万不能一其力以对
外。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
义，立法事业，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
业。”

新中国成立前后，就有过关于法治
的讨论。谢觉哉1949年初就说过：“我
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法治，我们确要我们
的法治。”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工作
会议提出要“代之以新民主主义的法治
观念和道德观念”。1980年前后，中国
思想界针对吸收文革历史教训，开展了
人治与法治问题大讨论，形成了要法
治，不要人治的共识。邓小平指出，

“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关
于人治与法治的讨论一直延续到上世纪
九十年代。有学者认为：“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我国法学界，在所进行的一
系列重大法学理论研讨中，还没有一个
议题像‘法治’这个课题分量那么重，
这是治国方略与目标问题，非同小可；
研讨持续时间那么长，新时期以来一直
在进行，还将进行下去；参与面那么
广，不仅法学界、法律界、其他公民包
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和基层社会成员
也都参与了。”

人治与法治讨论不仅是一个学术问
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法治发展的过
程，不仅是法律制度完善的过程，也是
将法治价值体现到治国理政各方面的过
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努力形成
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
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

建设法治国家就必须要把为什么要
实行法治的问题讲透。不讨论法治的比
较优势，就难以奠定法治的思想基础，
构建法治意识形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
语境下，讨论法治的比较优势，有助于
改革共识的形成。

深刻理解法治的比较优势，并不是
宣扬法治万能，要看到法治的局限性，
对法治进行准确定位，这本身就是一种
法治思维。江必新对法治局限性的概括
是：“规范性可能导致机械性，稳定性
可能导致滞后性，强制性可能导致缺乏
可接受性。”法治理性是开放的，既要
理性制定规则，又要理性对待法治。江
必新说：“法治必须容忍少部分个案的
不公正存在。人治的优点是可以做到某
个局部个案的公正，但缺点在于它同时

可能出现大多数的不公正，因为它
没有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
法治要容忍部分无法或难于避免的
不公正的个案，当然前提是要尽可
能地减少个案的不公正。”法治是
建立在承认人性缺陷、认识局限基
础上的。法治的优势并不在于实现
百分之百的正义，而在于它提供一
个理性的、阳光的程序运作过程
和纠错机制。程序法治的完善，
可以减少冤假错案的概率，并且
能够使冤假错案得以及时发现和
纠正，使遭遇非法侵害的人得到
公正、合理的赔偿。所谓零错案
并不是符合法治精神的尺度。现
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冤假
错案的发生往往与外部权力对司法
的干预有关，这恰恰证明，人治因
素的侵袭是冤假错案的重要根源。
排除人情、关系、权力、金钱等对
法律实施的干扰，按照司法规律、
司法程序办事，是防止冤假错案的
治本之策。

法治真正成为一种思想方式、
活动方式、生活方式，需要不断破
除影响法治建设的思想观念和体制
弊端。法治不是抽象的，法治的优
势体现在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具体方
面。从法治文化、法治理论的构建
到个案正义的实现，都应强化对法
治比较优势的认知，通过法治变革
巩固和深化法治的比较优势。法治
的比较优势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
文化土壤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必须
要立足国情，从本土资源和传统文
化中汲取法治智慧，在中国特色的
法治实践中发现法治文明的逻辑必
然和法治发展的内在规律。

处理具体个案时，舆论界和
司法界都应有“法律事实不同于
客观事实，也不同于新闻事实”
的共识。传媒对司法工作的监
督，应明确监督范围和边界。

复旦大学研究生林森浩以投毒方
式故意杀人上诉案于1月8日上午在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二审裁
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林森浩因
故意杀人罪一审被判处死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二审裁定需经死刑复核
程序核准后发生法律效力。

复旦林森浩投毒案，因为投毒者
和被害者身份的特殊及作案方式的奇
特，从案发到侦破再到一审二审，每
一环节都引发舆论和公众的高度关
注。尤其是林森浩一审被判死刑后，
复旦 177 名学生签署求情信请求不要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林森浩手写道歉
信；二审时辩方专家证人提出黄洋死
于爆发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的观点等，
这一系列事件无一不成为引发舆论热
潮的风暴眼。该案将依法报请最高人
民法院核准，二审维持死刑并不代表
就此完结，舆论的关注必将持续。这
里，笔者要说的是，舆论对此案的高
度聚焦，理应坚守底线，切忌过度干

预，让舆论监督变异为舆论审判。
药家鑫案、李昌奎案等等刑事案

件，均是舆论围观的热点。一些媒体
在报道案件时，为吸引关注，往往会
刻意突出血腥、悲情、仇恨、无助等
关键词；或者不惜进行片面、割裂或
过度地报道；甚至虚构事实、肆意炒
作以博取公众眼球；使用感情色彩与
倾向性浓厚的词语来报道案件；以

“正义”之名对裁判结果进行暗示，出
现所谓的“媒体审判”和“未审先
判”。这都给法院独立审判带来巨大的
舆论压力，使得法院在案件裁判中陷于
复杂境地，左右为难。药家鑫案就是此
方面的典型，舆论事后的反思也再证了
失范舆论监督带来“软刀子杀人”、“众
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可怕后果。

司法审判有其自身独特的运行规
律，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必须坚持

“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的原
则，唯有如此，其裁判结果才能经得
起历史检验。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起

诉、审理过程中，需要专门人员利用
技术手段在司法规则下查明证据，进
而对案件的自然事实进行复原，这一
过程的艰辛与困难，是舆论所难以理
解的。只问结果，漠视过程，舆论难
免选择案件的突出点来报道，而对具
体的证据和事实弃之不顾，这难免误
导公众，降低民众对司法公正的认同
感，侵害法院的依法独立审判权。

处理具体个案时，舆论界和司法
界都应有“法律事实不同于客观事
实，也不同于新闻事实”的共识。传
媒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应明确监督范
围和边界。司法报道要遵循必要的法律
理念，遵守无罪推定的原则，不要随意
给当事人及亲属贴上可恨或悲情的标
签；还要坚守客观公正的底线，尊重各
方的话语权；勿作背离事实的煽情炒
作，切忌用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用
观点表达代表真相调查。而司法工作人
员在舆论监督的外部环境中，必须不折
不扣地行使好法律赋予的依法独立审判

权，对一些公众关注度较高的案件，
必须顶住舆论的不当干扰，坚持做到
不枉不纵。

当然，让司法的归司法，舆论的
归舆论，并不是将司法和舆论人为割
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传媒与司
法的共同目标，传媒与司法之间应该
是合作者而非对立者。司法审判是保
证公平正义的最后屏障，舆论监督是
满足群众知情权的重要保障。实行司
法公开，为媒体报道提供便利是保障
审判公正的有效途径，更是以看得见
的方式实现公平正义。

媒体自由报道与司法依法独立
行使审判权，都应遵循各自领域的
运作规律，不脱轨，不越界。努力
做到司法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协作关
系，促成媒体自由报道与法院依法
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双赢。达成实现
社会正义的终极目标，以公正的审
判和客观的报道在更广泛的范围影
响现实生活。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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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王俊英申请宣告李双喜死亡一案，经查：李双
喜，男，1980年 10月 22日出生，汉族，出走前住北京市海淀
区四季青石佛村49号，李双喜于2006年9月离家出走，至今未
归。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李双喜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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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曹杨申请宣告曹万里死亡一案，经查：曹万里，1959
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哈尔滨市香坊区民建巷14号1单元304
室。于1996年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
望曹万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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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裁判。 [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艳丽申请宣告赵璐失踪一案，经查：赵璐，
女，1984年7月2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户籍地哈尔滨市呼
兰 区 利 民 镇 裕 田 街 七 委 五 组 ， 身 份 证 号 码 ：
230103198407254824。于2011年10月1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
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赵璐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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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初真祥申请宣告高旭失踪一案，经查：高旭，
女，1985年 10月 20日出生，汉族，原住址肇源县二站镇丰产
村，身份证号：210323198510201424。于2011年离家出走，下
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高旭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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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源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密芹申请宣告宋喜全死亡一案，经审：宋喜
全 ， 1964 年 12 月 3 日 出 生 ，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232321196412032931，男，无职业，户籍所在地绥芬河市三合
林小区 2号楼 2单元 403室。宋喜全于 2010年 1月 19日在绥芬
河市离家出走。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宋喜
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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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芬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高振远申请宣告高花娇死亡一案，经查：高花娇，
女，汉族，生于1969年4月10日，住河南省内乡县桃溪镇石碑
营村张河组，身份证号码：411325196904102922。于2010年2月
走失，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

希望高花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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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乡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聂艳兰申请宣告沈以岗死亡一案，经查：沈以
岗，男，1972年2月22日出生，汉族，原系武汉中泰鑫海运发
展有限公司船员，住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大圣村七组，居民
身份证号码为421022197202226630，于2010年11月3日后下落
不明。至今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
望沈以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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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公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蒋雨蓓申请宣告蒋旭初死亡一案，经查：蒋旭
初，男，1941 年 6 月 23 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证件编号
430103194106232073，原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曙光中路11号
3门 302房。被申请人蒋旭初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和老年痴呆
症，于 2009年 11月 29日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四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蒋旭初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限届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 [湖南]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胡付联申请宣告杨素失踪一案，经查，杨素，
女，1966年5月15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邵阳市人，原系广州
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师，原住邵阳市大祥区湘印机社区居民委
员会宝庆西路 362 号 17 栋 202 号，于 2004 年 7月起下落不明。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杨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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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湖南]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雷衍智、雷琼、雷衍纯申请宣告雷柏生失踪一案，经

查：雷柏生，男，1979年1月29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嘉禾县人，
住嘉禾县盘江乡广塘村委会游始岗村 37 号。身份证号：
432826197901294212。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3个月。希望雷柏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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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嘉禾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雷衍智、雷琼、雷衍纯申请宣告骆利平失踪一
案，经查：骆利平，女，1974年4月22日出生，汉族，湖南省
宁远县人，住嘉禾县盘江乡广塘村委会游始刚岗村37号。身份
证号：43292419740422382X。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骆利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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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嘉禾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程艾薇申请宣告程艾衍死亡一案，经查：程艾衍，
男，汉族，1952年6月23日生，住南京市鼓楼区上海路148号，
1988年9月2日离家后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程艾衍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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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文波申请宣告张乃晰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张乃晰，男，汉族，1960年7月14日出生，户籍地沈阳市铁
西区景星北街36号4-7-2。张乃晰于2009年7月走失，至今未
归。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张乃晰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
即日起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
判。 [辽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来宽申请宣告李帅死亡一案，经查：李帅，
男，1987年 7月 9日出生，汉族，辽宁省庄河市人，无职业，
户籍所在地：辽宁省庄河市大营镇新房村大个岭屯58号。该人
于2004年4月17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被申请人李来宽
与申请人李帅系父子关系。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李帅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人员见到本公告后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联系人刘
延风；联系电话 0411-89725173）。公告期为一年，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裁判。 [辽宁]庄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刘英申请宣告丛胜有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丛胜有（男,汉族,1972年10月14日出生，原住辽宁省庄河市
青堆镇盛家村五屯15号）系“辽普渔13030船”船员。2014年
12月 17日，被申请人出海作业时 （东经 112度 17分，北纬 39
度 04分），不慎落水，经搜救，仍无踪迹。经有关机关证明，
该公民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
望丛胜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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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伯少丽申请宣告邢承刚死亡一案，经查：邢承
刚，男，汉族，船员，1978年4月18日出生，原住山东省荣成
市人和镇千军石村 253号，身份证号码 371082197804186316，

2014 年 11 月 21 日，在海上作业时落水失踪，已无生还可能。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邢承刚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
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
判。 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陶艳莉申请宣告吴金死亡一案，经查：吴金，男，
汉族，船员，1991年10月17日出生，原住陕西省商南县清油河
镇油坪村三组，身份证号码612524199110171893， 2014年11月
12日，在海上作业时落水失踪，已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
告，希吴金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
告期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党玉新申请宣告党贵成死亡一案，经查：党贵
成，男，汉族，船员，1991年 10月 17日出生，原住吉林省靖
宇县靖宇镇鹿鸣委一组，身份证号码 220622197210050019，
2014 年 11 月 12 日，在海上作业时落水失踪，已无生还可能。
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党贵成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
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
判。 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张全民申请宣告张通死亡一案，经查：张通，
男，汉族，船员，1988年6月30日出生，原住山东省单县龙龙
王 庙 镇 刀 张 庄 行 政 村 刀 张 庄 ， 身 份 证 号 码
372925198806304117， 2014年 11月 17日，在海上作业时落水
失踪，已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张通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为三个月，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张建兰申请宣告郭海松死亡一案，经查：郭海松，
男，汉族，船员，1988年12月11日出生，原住山东省汶上县义桥乡
义桥中村298号，身份证号码370830198812111294， 2014年11月
17日，在海上作业时落水失踪，已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
希郭海松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
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白玉明申请宣告白玉清死亡一案，经查，白玉
清，男，蒙古族，1985年1月13日生，住内蒙古开鲁县黑龙坝
镇榆树林村 134号，身份证号：152324198501131833。于 2013
年11月27日随鲁荣渔51419船在95－1海区航行期间失踪。经
有关机关证明，已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希白玉清本
人或知期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三
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陈蓉申请宣告马贵均死亡一案，经查：马贵均，
女，1948年 1月 15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洞子口乡长久村 8
组。马贵均于2007年7月出走丢失后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马贵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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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唐中宣申请宣告唐朝前死亡一案，经查：唐朝

前 ， 男 ， 1953 年 8 月 8 日 出 生 ， 汉 族 ， 身 份 证 号 码
510121195308083077，四川金堂县人，原住四川省金堂县淮口
镇同兴7组，于2009年3月28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唐朝前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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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彭全申请岳廷蓉失踪一案，经查：岳廷蓉，女，
1957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家住广安市广安区大
有乡新楼村1组11号，系申请人彭全之妻。被申请人于1997年
下半年外出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
月。希望岳廷蓉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花桥
法庭联系 （联系电话 0826-2533603）。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判决。 [四川]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柏向翠、柏向鹏申请李梅失踪一案，经查：李
梅，女，1981年 10月 10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广安市人，农
村居民，家住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石笋镇金安村 11 组 20 号，
系申请人柏向翠、柏向鹏之母。被申请人于2008年下半年离家
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
望李梅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恒升法庭联系
（联系电话0826-2592204）。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四川]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

被申请人李凤山于2007年5月10日不慎走失，经家人多方
找寻，至今没有音讯。其家属和有关单位多方查找直至本院在
报刊公告查寻，仍下落不明，确应依法推定其死亡。被申请人
妻子王瑞英已经于2013年5月18日去世，申请人作为被申请人
的女儿，李永光现申请宣告被申请人死亡，符合法律规定宣告
死亡的条件，应予照准。法院判决被宣告死亡人李凤山自2014
年12月24日死亡。 [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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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房祖名案让更多人迷途知返

1月9日上午，香港演员陈祖明(别
名：房祖名)因容留他人吸毒，被北京
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六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从公布出的案情看，法院以容留他
人吸毒判处房祖名“有期徒刑六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罪名正确，罚
当其罪。但，我们对房祖名案的认识不
能仅仅至此。

纵观整个审判过程，一切以法律事
实为准，一切让法律证据说话，房祖名
并未因明星身份受到司法额外照顾，享
有法外特权。这是每个明星和普通群众
都应有的清晰认知。

应该说房祖名案是一堂生动的法制
教育课，告诫明星在法律面前，任何人
都不能高人一等，唯有洁身自好，远离
毒品，做个有担当、有责任的好艺人，
才是正途，否则不仅会自断星途，还会
受到严肃的刑事追责；教育粉丝要分辨
是非，清楚认识到哪些可为、哪些不可
为，否则将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乔子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