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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司法的归司法，司法自有其运行规律；让指标的归指标，指标自有其
用武之地。厘清两者界限，才会实现科学管理；遵循客观规律，才会效果更
优。应当说，这既是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取消考核排名的初衷，亦是各级法院
今后思索、努力的方向。

取消考核排名，审判管理工作如何转型
王永红

不可否认，法定审限内结案
率、执结率等指标对促使法官公正
高效办案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上诉
率、调撤率、提起再审率、结案均
衡度等绝大多数指标却显然给法官
增加了负担。

第一，法院的主体是法官，评
判法官工作绩效的主体应该是理性
的当事人；第二，将诉讼当事人正
常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如上诉、
申请再审的几率等设定为审判质效
指标有违权力运行规律；第三，某
些指标的设定实际上导致诸多不良
后果，如调撤率的设定违背能调则
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
了的司法规律，滋长了“摆平就是
水平、搞定就是稳定、无事就是本
事”的不正确司法理念，酿成了

“强迫调”和“以拖促调”等不良现
象，甚至还出现了，为了提高调撤
率而弄虚作假的调解率100%的“乌
龙”事件；再如结案率、结案均衡
度的设定成为导致年底不立案的重
要原因。这些指标设置的本意可能
是让法官均衡结案、高效结案、满
足群众司法需求，但事实上“上有
政策，下有对策”，年底不立案或
者拖延立案成为一些法院的潜规
则。这种搞“下有对策”的做法不
对，甚至损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
益，严重损伤了司法公信，但在当
前案多人少矛盾不断加剧的情况
下，一些法院囿于年底考核排名的

压力，不得不搞变通、进行技术处
理，以此让结案率等指标 “高大
上”；第四，考核排名加重了法院
内部的行政化，且易滋生腐败。虽
然审判管理工作有十余项职能，但
不可否认，大多数成绩较为隐性
化，唯有考核排名是显性的，是每
个法院的“面子”。众所周知，一到
年底，一纸考核排名让地方法院领
导和审判管理办公室的负责人真是

“为伊消得人憔悴”。
考核排名取消后，对法官的要求

和上级法院的要求不是降低了，反而
在某些方面的要求更高了。如年底
不允许不立案，那么法官年底的办案
压力可能更大了，自然会促使法官均
衡结案；另外，虽然没有了发改率的
考核，但是由于案件发回重审、改判
均是对法官自身业务水平的一个考
量甚或是怀疑，因此法官自会更加慎
重，而且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业务
指导要求也会更高，换句话说，取消
考核排名并不会影响审判的公正质
效，即便有新问题出现也都是审判运
行中的正常现象，可以通过加强业务
指导、能力培训、约谈诫勉等方式来
加以解决，并不是必须要动用行政指

标考核。
当然，取消考核排名并非弱化

审判管理权，而是让审判管理权回
归本位，将上级法院审判管理的冲
动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控制其触角
的不当延伸，将主要精力放在当前
亟须推进的司法公开，亟需加强的
案件流程管理和审判质量管理、审
判委员会改革等重点工作上面。摒
弃单纯的数字管理模式后，除了审
限内结案率等必要的法定约束性指
标之外，其他指标是否再无用武之
地呢？显然不是，在大数据时代背
景下，有了相关指标、数据，可以
通过运用审判云计算，挖掘审判信
息大数据，发现和掌握各类案件发
生变化的规律，为法院化解社会矛
盾、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参考依据。
运用信息化手段，还可以实现对审
判执行工作的全过程、全方位、实
时化监督，促进司法公正。

取消考核排名后，法院的审判
管理工作也面临着转型的问题，即
应从原来冷冰冰的数字管理转变为
人性化的大数据服务，不能再将

“体检表”直接等同于“成绩单”。
这与当前司法改革的方向亦是十分

契合的，即法院的一切工作都要以
审判为中心，并且确保“两个尊
重”——尊重法官的主体地位、尊
重审判工作规律。

古语云：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
病，下医治已病。原先法院的审判管
理由于考核排名的指挥棒作用，大多
注重“治已病”，而真正关注“欲病”和

“未病”者甚少。今后，法院的审判管
理部门仍应时常关注审判运行中的
一些数据指标，与业务庭、研究室、
办公室等部门紧密对接，通力合作，
准确把握审判执行工作和审判管理
工作规律，主动发现和解决制约审判
质量和效率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及时
分析司法审判领域中所反映出的有
关经济结构、金融风险、社会稳定、综
合治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调研报
告、司法信息、新闻宣传、法院专报的
形式呈送给同级党委和上级法院，为
同级党委和上级法院提供参谋服务。

让司法的归司法，司法自有其
运行规律；让指标的归指标，指标
自有其用武之地。厘清两者界限，
才会实现科学管理；遵循客观规
律，才会效果更优。应当说，这既
是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取消考核排名
的初衷，亦是各级法院今后思索、
努力的方向。

法治时评 ▷▷
重大刑事案件背后的程序法治之光

吴仕春

2015 年 1 月 6 日，人民法院报编
辑部评选公布了内蒙古呼格吉勒图
再审案等 2014 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
事案件。这十大案件的社会影响重
大，为社会公众高度关注、案情疑
难复杂、审理难度大，审判结果有
重大突破或借鉴作用。上述年度十
大刑事案件，除了疑难重大及具有
高度借鉴价值外，其背后还隐藏着
极其珍贵的刑事程序法治光芒。

刑事程序法治有着自己独特的
价值维度。刑事诉讼是一场国家公
权力与民众私权利博弈的规则体
系。专门机关代表国家执法，有权
对公民采取包括剥夺人身自由在内
的最严格的强制措施。因此，如何
在有效实现国家刑罚权的同时充分
保障司法人权不受侵害，就成为刑
事程序法治最为核心的价值所在。
刑事程序的总体设计、专门机关的
相互制约、庭审及证据规则的独特
内容，都是为了在强大的国家公权
力与弱小的民众私权利之间寻求衡
平。

对司法人权保障最为集中的环
节，集中于刑事审判程序阶段。如
果说在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法律
对司法人权的保障还存在一定的谦
抑，那么审判阶段就是集中保障司
法人权的重要环节。在上述十大刑
事案件中，首先值得珍视的程序法
治之光就表现在对司法人权的高度

保障。十起案件，有因贪腐遭到查
处的高官，有曾经称霸一方、为非
作恶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还有对公
众影响力巨大的网络名人，但不论
其进入审判程序之前是什么身份，
也不管其犯罪情节多么恶劣，众多
被告人的司法人权都无一例外得到
了法庭的高度保障。比如震惊全国
的刘汉、刘维涉黑案，法院通过异
地审判、分案审理、公开审理、保
障辩护权等形式确保数十名被告人
的诉讼权利不受减损。再比如首起
在华外国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案以及“3·01”昆明火车站严重暴
恐案，法庭采用同步翻译的形式有
效保障外国籍及少数民族被告人使
用本国、本民族语言参与诉讼的正
当权利。

刑事庭审环节的实质化对司法
公正影响最大。从刑事程序法治的
一般原理来看，审前搜集的指控证
据未经庭审环节的质证与采纳，都
不能成为证实公民有罪的凭据。指
控证据在庭审中还必须经受来自被
告人辩解及辩护意见等对抗材料的
冲击。在上述十大刑事案件中，刑
事庭审的实质化成为另一道重要的
程序法治之光。在充分保障被告人
诉讼权利的基础上，上述案件的庭
审在合议庭的主导下让控辩双方实
现了有效对抗。庭审环节不再只是
赋予指控证据“合法外衣”的过

场，而是实实在在成为重建案件事
实、检验质控证据、排除合理怀疑
的中心环节，实现了裁决结论完全
来自庭审程序的正常推进，避免了
庭审虚化、审前程序决定案件结果
的程序法治异化现象。比如在审理
民愤极大、举国关注的“3·01”昆
明火车站严重暴恐案时，法院依法
指定律师出庭为被告人进行了辩
护，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
事实进行了供述和辩解。最终的判
决结果建立在大量被法庭依法采纳
的有力证据上，在严惩暴恐犯罪分
子的同时也充分彰显了司法公正的
法治价值。

值得珍视的程序法治之光还来
自依法纠正错案的刑事监督程序。
司法既判力与错案之间是永恒的矛
盾所在。刑事案件出现错误难以彻
底避免，但刑事程序法治预设了审
判监督程序进行救济。刑事审判监
督程序不仅体现出实事求是的司法
智慧和担当，其对司法既判力的策
略性压制更彰显出刑事程序法治的
特殊光芒。由于刑事审判对公民基
本人权的极大制约，对生效判决的
纠正就尤为凸显出司法人权的保障
思维和力度。在上述十大刑事案件
中就有两件属于对既判的依法纠
正。福建念斌案，八年诉讼、四度
死刑判决，最终被法院以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为由宣告无罪。内蒙

古呼格吉勒图案，十年后的无罪宣
告还了那位止步于十八岁生命的青
年一个迟来的清白。设置了多重权
利救济渠道是刑事法治程序的价值
聚集点。不仅庭审、上诉审环节具
备多个权利救济渠道，程序最终还
以谦抑司法既判力的方式设置了刑
事审判监督程序。在这里，实事求
是的司法勇气和直面错误的司法担
当有了程序载体，程序法治的光芒夺
目绚烂。

十件刑事案件向社会公布，在传
递推进严格司法理念不动摇的同时，
也以极其生动形象的方式向公众勾勒
出刑事程序法治的思维和价值。德国
法哲学家拉德布鲁赫曾将刑事诉讼法
比作法治大船桅杆的顶点，大船任何
细微的晃动都会带来桅杆顶点的剧烈
摇摆。形象之余深刻揭示出筑牢刑事
程序法治思维的极端重要性。在一个
法治国家，即便被怀疑实施了犯罪的
人，也能在刑事审判程序的保护下平
等对抗强大的国家公权力。一个在社
会公众眼里再十恶不赦的人，也有权
在法庭上依法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辩
解。只要审判结果还未最终生效，被
告人依然不属于确定的罪犯。任何时
候发现了错案，都具备相应的渠道开
展程序救济。所有的一切，都是刑事
程序法治投向社会的亮光，庇护着我
们的国家在依法治国道路上稳步前
行。

重大刑事案件向社会公布，
在传递推进严格司法理念不动摇
的同时，也以极其生动形象的方
式向公众勾勒出刑事程序法治的
思维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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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酒吧没有给“上钩”男子看消费
单而强迫结账，构成诈骗行为，但“酒托
女”消费因属于“明码标价”的消费，一
直处于不太好监管的“灰色地带”。

——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辛明

按日计罚，让环保执法硬起来

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
法启动实施。为让新规能得以实施，环保
部8日发布四道部令：《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和《企
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对如何执
法作了详细的说明和解读。

在实行“按日计罚”之前，环保部门
对违法企业开出的罚单既是固定的，也是
有上限的，或者几万，或者几十万。而拿
到了罚单，违法企业就会自己打一番小算
盘，衡量一下到底是交罚款划算，还是按
照要求整改更划算。一旦计算的结果是整
改成本要远远超过罚款成本，那么违法企
业就会选择交罚款，但不整改。尤其是当
环保部门开出的罚单已经到了国家法律规
定的上限，但仍旧远远低于违法企业的整
改成本时，企业就会变得更加有恃无恐，
宁愿交罚款，也不进行整改。

这样一来，所谓的环保执法就成了一
种博弈游戏，而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最终
失败的往往是环保部门，为此受损的却是
我们的居住和生活环境。“按日计罚”改变
了原来环境保护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
但是违法成本低的弊端，尤其是“罚无上
限”的规定，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环保违法成
本，增加了对企业的震慑力，感到肉疼的违
法企业，只能选择整改而不会任由罚款给
自己带来更大的损失。

——苑广阔

年终总结不妨多讲点不足

又到岁末年终，各单位各部门都在忙
着写总结。通过年底的全面梳理，认真回
顾过去一年的工作，科学谋划未来一年的
发展，年终总结确实很有必要。

然而，仔细察看一些单位的年终总
结，却经常发现存在着结构失衡的现象：
谈论成绩时长篇累牍、不惜笔墨，谋划未
来时指点江山、慷慨激昂，唯独总结不足
时蜻蜓点水、惜墨如金。

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作为
一个单位或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这
样或那样的不足，是在所难免的。年终总
结的意图，就是要发现问题、总结不足、完
善提高，缘何到了某些人手中，却没缺点和
不足？究其原因，无非是三种心态造成的。

一是不愿谈。众所周知，工作成绩好
不好，领导班子是否得力，都会直观地体
现在单位的年终总结中，并呈报给上级部
门审阅。一些领导出于自身仕途考虑，生
怕谈缺点和不足会影响到自己在上级眼中
的印象，便极力渲染工作成绩和亮点，对
缺点、不足避而不谈，或寥寥数语带过。

二是不能谈。一些单位平时不重视制
度创新，对工作应付了事，“年年岁岁花相
似”，自然也就发现不了自身不足。而有的
单位则将年终总结当成一项“规定动作”，
认为只是行过场、走形式，敷衍了事。

三是不敢谈。年终总结关系着评先评
优，某些单位工作成绩乏善可陈，问题不
足却一大堆，如若在年终总结中“暴露”
出来，不仅有损单位形象，甚至部分领导
的乌纱帽难保。因为惧怕问责受罚，只得
虚与委蛇只字不提，企图蒙混过关。

“知不足方能进步”。笔者以为，与其
绞尽脑汁苍白掩饰，不如通过直面问题和
不足，适时制度创新，切实做好新一年的
工作规划，让群众真正满意。

——高胜敏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1月12日（总第6209期）

申请人中节能唯绿（北京）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因转账
支票丢失，该票据记载：票号 3080113092929117、票面金额
10000 元、出票人同申请人、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
签发日期 2014年 10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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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东方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因银
行承兑汇票丢失，该票据记载：票号 30600051 21569430、票
面金额6万元、出票人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持票人同
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签发日期 2014年 12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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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国电龙源京海电气工程安装有限公司因转账支
票丢失，该票据记载：票号 14387347、票面金额 25712.69元、
出票人同申请人、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签发日期
2014年 12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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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王文成（北京市十里河凌峰园建材经营部业主）因转

账支票丢失，该票据记载：票号16130417、票面金额15000元、
出票人同申请人、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填，签发日期未
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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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北嘉森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
失，该票据记载：票号 30600051 21567889、票面金额 98000
元、出票人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持票人同申请人、背
书人未填，签发日期 2014年 11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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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市中大不锈钢物资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 （汇票号：31000051 23665295、票面金额人民币 10 万元、
出票时间2014年10月14日、到期时间2015年4月14日、出票
人名称：武汉爱帝高级服饰有限公司、收款人名称：江阴市金
杜丹针织服饰有限公司、付款行名称：交行湖北省分行营业
部、申请人为最后持票人）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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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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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期届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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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无
效。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州市西陇化工有限公司，因遗失票据号为
30800053/94125212，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万元整、出票人为东
风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东风活塞轴瓦有限
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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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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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北省荆门市荆硫磷化有限公司因不慎两张银行承兑

汇票（票号分别为：10200052-20752893、10200052-20752890，
票面金额各为50万元，出票人为湖北明柱矿业有限公司）被盗，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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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钟祥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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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号码为 30100051 22259259，出票日期为 2013年 4月
23日，出票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付款行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省分行，出票金额为1000000元，收款人为华润湖南瑞

格医药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3年10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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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据的行为无效。 [湖南]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因承兑汇票遗失票号为
10300052/24436044，出票单位内蒙古蒙牛乳业 （集团） 股份
有限公司，出票行中国农业银行和林格尔县盛乐经济园区支
行，收款单位蒙牛塞北乳业有限公司，收款人开户行中国农业
银行沽源县支行，票面金额 376188.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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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中轻盛达科贸有限公司因丢失中国银行泰安分
行泰山大街支行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泰安市英大迅能电气科
技有限公司，收款人河北高晶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4 年 9 月 3 日，汇票到期日 2015 年 3 月 3 日，票面金额
100000元，票号 10400052 22381589，最终票据持有人北京中
轻盛达科贸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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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吴江市爱达纺织有限公司因其银行承兑汇票（票据

号码4020005124669285、票面金额壹拾万元整、出票日期2014
年 10月 28日、到期日期 2015年 4月 28日、出票人杭州九鼎服
饰有限公司、收款人广州市展亚服装有限公司、背书人吴江市
一丁纺织有限公司、持票人吴江市爱达纺织有限公司、付款行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潭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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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至 2015年 4月 28日期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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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海宁龙邦针织有限公司因其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

（票据号码 0010004121588061、票面金额叁万捌仟玖佰叁拾捌
元陆角伍分、出票日期 2014年 9月 12日、到期日期 2014年 10
月12日、申请人杭州简得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杭州万豪制衣
有限公司、背书人杭州万豪制衣有限公司、持票人海宁龙邦针
织有限公司、支付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竞舟支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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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津佳士能化工有限公司因持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厢支行 （原浙江萧山农村合作银行城厢支
行） 于 2014年 11月 12日签发的编码为 4020005125832035号的
银行承兑汇票 （票面金额 116876.46元，出票人杭州钱塘江纺
织有限公司，收款人杭州欣宏线业有限公司，背书人绍兴高温
印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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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
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2015年5月25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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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石家庄川皓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由桐庐
富丽特针织有限公司出票，杭州银行桐庐支行付款，收款人为
桐庐金贸纸业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伍万元整的第 31300051/
32137743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受理
后依照法律规定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判决宣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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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庐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州信彩皮具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 （票号：31300051/32662617，票面金额为伍万元整，出票
日期为2014年10月29日，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4月29日，出

票人为桐乡市兴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北京现代
汽车有限公司，第一被背书人为申请人）遗失，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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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桐乡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市第二齿轮厂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该汇票的出票日期为2014年10月17日，到期日为2015年
4月17日，付款行为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盐大桥支行，号
码为 31300051/29746265，票面金额为 50 000元，出票人为海
盐申立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海盐恒天机械厂，后背书给申
请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至2015年4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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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盐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光速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其所持有的由中国银行
湖州市分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票据编号 10400052/
25898261，票面金额189000元，出票人湖州埭溪振华工贸有限
公司，收款人上海光速实业有限公司，出票日 2014年 12月 10
日，到期日2015年6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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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衢州市新原燃料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银行承兑
汇票一份 （号码为 31300051/28477252，由金华银行衢州龙游
支行营业部于 2014 年 11 月 18 日开具，票面金额为壹佰万元
整，到期日 2015年 5月 18日，出票人龙游县金龙纸业有限公
司，付款行金华银行衢州龙游支行营业部，收款人玖龙纸业
（太仓） 有限公司，后由申请人衢州市新原燃料有限公司持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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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龙游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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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反映出法官个体活动的不
外乎法官的语言、法官的人格品质
和法官对案件的裁决。

“塔西佗陷阱”来自于古罗马政治
家塔西佗的见解，他曾指出：当公权力部
门不受公众认同时，好的政策和坏的政
策同样会得罪人民。因此，争取公众对
法官个体的认同，获取社会对司法的信
任，是司法改革走出“塔西佗陷阱”的先
决条件。法官个体的司法活动虽与社会
认同度不直接相关，但却是最基础的工
程，因为法官个体的司法活动是公众认
同司法的媒介。最能反映出法官个体活
动的不外乎法官的语言、法官的人格品
质和法官对案件的裁决。

语言：增进社会认同的“桥梁纽
带”。国际法律语言学家协会副主席皮
特·M·梯尔斯马在《法律语言》一书中发
出这样的感慨：“没有多少职业像法律那
样离不开语言……道德和习俗也许是
包含在人类的行为中的，但是法律却是
通过语言而产生的。”法官既要慎言，也
要善言。语言在司法中的魅力不言而
喻，言之有物、情理并茂、抑扬顿挫，必
然增添当事人对法官的好感，提升法院
的权威，甚至可以感染社会公众对法官
的认同，进而达到认同法律的效果。规
范的语言具有约束力，能提醒或带动当
事人，使整个法庭审理有一个良好的语
言环境。肃穆的语言具有威慑力，话说
得有理有据能体现出法官的自信与风
度，提升公众对司法权威的认同。通俗
的语言具有亲和力，便于当事人听清楚、
听明白，以便更好地行使权利，履行义
务。

人格：增添社会认同的“济世甘
露”。美国著名律师丹尼尔·韦伯斯特
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人能比一位正直而
精通法律的法官更为高尚和纯洁，他所
产生的影响像天上落下露水一样不声不
响地降临到人间。”法官人格魅力是传统
美德与时代特征的完美结合，是法官始
终忠于法律和维护公平正义的职业精神
的昭示和载体。“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
之仪表”，法官是代表国家解决社会纠纷
的职业群体，具有人格魅力的法官在案
件裁决过程中，能够运用其丰富的法律
知识严格按照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来认
定事实，适用法律并最终解决纠纷，从而
保证案件的公正裁判。具有人格魅力的
法官，在案件处理的各个阶段，都能对当
事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其言行能够
说服、感化、鼓舞当事人，从而得到当事
人的信服与认同。

裁决：增强社会认同的“精神产
品”。法国历史学家丹纳说：“大众像个
人一样有时会有错误的判断、错误的理
解，但分歧的见解互相纠正，摇摆的观点
互相抵消以后，会逐渐趋于固定，确实，
可以得出一个相当可靠相当合理的意
见，使我们能很有根据很有信心地接
受。”司法的社会认同，是通过个案的处
理所传达的社会认同，它首先追求的就
是当事人的认同，其次才是其他人的认
同。最能体现社会公众对法律认同的也
只有个案。法律的存在是以现实的人的
日常生活世界为前提和疆域的，法治的
生成与运作必然依赖于现实的具体生活
场景。因此，司法者有必要依据制约与
共信原则，在生活世界中塑造合理的公
众认同观念。一个优秀的法官在处理案
件时，应关注案件处理的社会价值取向，
对纠纷所涉及的政治、经济、人文、道德
等因素给予必要的关注，在求得司法形
式合理性的同时，追求司法的实质合理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