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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微言大义

观点

短评

陪审制改革与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亚新

让人民陪审制度“活”起来
周瑞壬

用制度保障陪审员能够在法
官和当事人面前独立发表意见，
把“话筒”给陪审员，人民陪审员
制度才能“活”起来。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
进司法民主、保障司法公正、树立司法
公信具有积极作用。要充分发挥陪审
制度的作用，就要明确陪审职能定位，
畅通奖惩进出渠道，用制度保障陪审
员能够在法官和当事人面前独立发表
意见。把“话筒”给陪审员，人民陪审
员制度才能“活”起来。

司法实践中，人民陪审员选任“圈子
化”、参审“熟人化”、合议“透明化”、退出

“僵化”等现象不同程度存在。陪审案件
范围不明确、随机抽取流于形式、奖惩进
退和责任追究机制缺乏，都是影响人民
陪审制度焕发生机的绊脚石。

针对上述情况，近日，最高人民
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议案，拟
在北京、福建等地法院开展人民陪审
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可以说，这是
人民陪审制度焕发生机、迎来新生的
一次大好机会。《关于授权在部分地
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
作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草案》）
从改革选任条件、完善选任程序、扩
大参审范围、完善参审案件机制、探
索参审案件职权改革、完善退出和惩
戒机制、完善履职保障制度等七个方
面问诊人民陪审制度，改革范围之
广、力度之大，相当罕见。

一是拓展广度，保证人民群众参与
审判的广泛性和积极性。降低学历要
求，把以往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改为高
中，同时强调农村地区和贫困偏远地区
公道正派、德高望重者不受此限，进一
步扩大基层群众覆盖面。另外，《草案》
提到的随机抽选制度也有助于保证参
审的广泛性和积极性，有利于打破因为
熟人关系而形成的“陪审垄断”现象。

二是立足深度，保证人民陪审员参
与审判的存在感和获得感。此次改革
把人民陪审员最低年龄从23岁提至28
岁，旨在突显人民陪审员的阅历和经
验。太年轻，显然缺乏足够的阅历和经
验，很难在庭审中发挥积极作用，参审
难免流于形式。同时，陪审员的存在感
还体现在扩大参审范围上。以往，陪审
员一般只会出现在简单的一审案件中，
很少能在大、要案或二审中看到身影。
扩大参审范围，对陪审员队伍是一种肯
定和认可。另外，《草案》还通过建立职
责豁免机制、履职保障制度等来提升陪
审员参审的获得感，从物质上和精神上
确保陪审员安心参审。

三是突出力度，保证人民陪审
员参与审判的专注度和重要性。《草
案》明确把陪审员的职责划定为只
参与案件事实认定，不参与法律适
用问题认定。该举措有助于陪审员
集中精力专注案件事实认定。与此
同时，改革还规定重大案件人民陪
审员数为 3 人，此举有利于解决人民
陪审员在重大案件中“势单力薄”导
致不能独立发表意见或者意见分量
不够的问题。

实践证明，没有“话筒”的陪审，只
能流于形式；没有独立发表意见的制
度支撑，再多的人民陪审员也体现不
了人民意愿。惟有创造更多条件和平
台让陪审员独立发声，对案件事实认
定发表真实意见，才能真正发挥人民
陪审制度的作用和效果，让人民陪审
制度“活”起来。

身份信息联网应加快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公安

部将于年底前建立丢失、被盗居民身份
证信息管理系统，最大限度防止丢失、被
盗身份证被不法分子冒用。数据显示，
全国公安机关已换发二代身份证逾 12
亿张。不少丢失、被盗二代身份证并未
自然消亡，而是被不法分子非法收集，在
网络黑市公然叫卖。几经倒手后，这些
身份证或被用于冒名开银行卡牟利，或
被用于掩护诈骗犯罪，或被用于变身他
人、隐身作案，给丢失者带来严重困扰。

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副局长李建满
说，我国每年电信诈骗数十万起，金额几十
上百亿元。这一数字无疑相当触目惊心。
但是，根据《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金
融机构在开户时不核对身份证件和登记姓
名、身份证号码的，“由中国人民银行给予警
告，可以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责令停业整顿，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
定》及电信条例同样有类似规定。

如果《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
规定》和《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能
被严格贯彻执行，不允许客户以冒用、伪
造、变造的证件办理电信入网手续或开
设银行账户，还会有这么多的电信诈骗
案件吗？答案是否定的。

监管部门对这一问题装聋作哑，银
行、运营商自然会胆大妄为。建立丢失、
被盗居民身份证信息管理系统，通过技术
手段防止身份证被冒用固然重要，但实名
制规定也必须贯彻落实，严厉处罚玩忽职
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银行、运营商工
作人员，对失职渎职的监管部门也要严厉
问责。只有督促监管部门认真履职，丢
失、被盗身份证在黑市被热卖以致成为犯
罪工具的局面才有望彻底改变。

——杨国栋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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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刘文海申请宣告刘雷死亡一案，经查：刘雷于
2002年 4月 8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1年。希望刘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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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军事法院
申请人赵红斌（被申请人苗文秀之夫）申请宣告苗文秀死亡

一案，本院已经受理。经查，被申请人苗文秀，女，汉族，1970
年6月1日出生，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人，原住甘肃省兰州市安
宁区元台子425号601室，身份证号620105197006013043。被申
请人于2009年2月17日离家外出后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
公告，希望苗文秀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
系，公告期间为一年，一年期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甘肃]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徐雪兴申请宣告毕普祥失踪一案，经查：毕普祥

（男，1921年 2月 13日出生，汉族，住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
镇九潭村6队，公民身份号码：440121192102131211），于1998
年失踪，于家人失去联系，下落不明已满17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毕普祥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
员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广东]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胜添申请宣告李小红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李小红，女，1973 年 10 月 11 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铁松铁矢岭村民小组 21号，公民身份号
码：441900710528501，于 1994 年 8 月开始失踪至今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李小红本人或知其下落者自即日起与
本院民一庭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
判。 [广东]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梁日和申请宣告胡伟妹死亡一案，经审查，被申
请人胡伟妹，男，汉族，1962年 12月 28日出生，失踪前住广
东省东莞市洪梅镇乌沙村文明路二十五巷 5号，身份证号码：
442527196212283216。胡伟妹于2007年9月23日在广东省珠海
市因意外落水，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胡伟妹本
人或知其下落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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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于莉申请宣告于海洋失踪一案，经查：于海洋，

男 ， 1976 年 11 月 30 日 出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230104197611303111，户籍地哈尔滨市道外区南四道街 50号。
于2009年离家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于海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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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武希斌申请宣告陈光慈死亡一案，经查：陈光

慈，公民身份证号码为230104195401270228，1954年1月27日
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哈尔滨市香坊区香茗街4号1单元4楼
1门，于 2004年 10月 18日离家出走，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1年。希望陈光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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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宗二盘申请宣告刘国旗失踪一案，经查刘国旗，

男，1968年12月8日出生，汉族，平顶山市天宏焦化厂下属单
位选煤厂维修工，原住平顶山市卫东区焦化公司家属院9号楼
1单元 2楼东户。刘国旗于 2010年 9月 12日起下落不明，现发
出寻人公告，希望刘国旗本人或知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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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志、张法申请宣告段连花失踪一案，经查：段
连花，女，1973年4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沈丘县
石槽乡蒋寨行政村龚庄 369号，出生地登记为云南省红河县山
泉乡，身份证号 412728197304183745，于 2008年起离家出走，
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
望段连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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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沈丘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宋娅迪申请宣告孙新姣失踪一案，经查：孙新
姣，女，1971年 11月 27日出生，汉族，农民，河南省新野县
人，住河南省新野县五星镇宋湾村 2组，于 2013年 3月外出，
至今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 3个月，
希望孙新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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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新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方学法申请宣告方静林死亡一案，经查：方静
林，男，1963年12月8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谷城县人，公民
身份号码420500196312080058，原系葛洲坝集团第三工程有限
公司职工，原住宜昌市西陵区东湖路 50-102号，于 2007年 2

月8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
年。希望方静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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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洲坝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曹晓玲申请宣告曹海云失踪一案，经查：曹海

云，男，1959 年 11 月 13 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为
432321195911138071。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曹海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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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唐燕红申请宣告黄胜龙失踪一案，经查：黄胜

龙，男，1974年 12月 13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汝城县人，住
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田庄乡洪流村鸡嘴洞组00号，公民身份证
号 432828197412135010，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黄胜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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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双燕申请宣告桂县凤失踪一案，经审查：被申

请人桂县凤，女，1972年 2月 3日出生，汉族，住衡南县江口
镇沙子塘村老屋组，系申请人母亲，于 2003年 11月离家,至今
下落不明已满两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
望桂县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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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南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章艺申请宣告蒋桂花失踪一案，经查：蒋桂花于
2012年12月5日起，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蒋桂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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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耒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周勇德申请宣告刘兰秀死亡一案，经查：刘兰秀，

女 ， 1973 年 11 月 10 日 出 生 ， 汉 族 ， 身 份 证 号

362421197311104122，江西省吉安县桐坪人，原户籍地为江西省
吉安市吉州区长塘镇陈家村委周家35栋。2008年1月6日，离家外
出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
望刘兰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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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宋恩有申请宣告宋恩长死亡一案，经查宋恩长，
男，43岁，汉族，农民，住靖宇县靖宇镇。于2011年2月起下
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宋恩长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
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判决。 [吉林]靖宇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段峻峰申请宣告段延利死亡一案，段延利于1994
年2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一年。希望段延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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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东港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孙琳申请宣告被申请人范淑琴死亡一案，

经查：范淑琴，女，1954年9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刘公岛路163号2号楼四单元102户，身份
证号码：370211195409210027，与申请人孙琳系母女关系，
2008年 10月 21日从家中走失，下落不明满七年。现发出寻人
公告，希望范淑琴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山东]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奇青、胡芝琼申请宣告李方勇死亡一案，经

查：李方勇，男，汉族，未婚，1989年 11月 20日生，原住四
川省三台县灵兴镇灵兴村四组 004 号附 52 号，身份证号
510722198911208252，共同申请人系李方勇父母。李方勇于
2015 年 3 月 12 日在“鲁胶渔 60758”渔船出海作业中落海失
踪。经有关机关证明其已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
公告，希李方勇本人或知其下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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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受理孙荣明、黄自琴申请宣告孙文彦（又名孙宝成）

死亡一案，经查：孙文彦 （孙宝成），男，1971年 4月 18日出
生，汉族，住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汉山镇白家湾村6组。居民
身份证号码：612321197104180014，于 1996年 2月起，下落不
明已满4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

四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孙文彦 （孙宝成）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
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裁判。

[陕西]南郑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宁军海申请宣告张鸣惠失踪一案，经查，张鸣

惠，女，汉族，生于1974年9月11日，住陕西省勉县勉阳镇益
民路 033 号中单元 202 室，身份证号码:612325197409110020，
于2012年3月17日离家出走，下落不明满三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张鸣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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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燕群（曾用名：王燕琼）申请宣告何炳中死亡

一案，经查：何炳中 （曾用名：何炳忠），男，1950年 9月 13
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510124195009135219，住四川省
郫县唐昌镇留驾村 3组 27号。于 2014年 1月 6日起，下落不明
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 1年。希望何炳中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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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郫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杨伟申请宣告辛建祥死亡一案，于2014年
3月16日在《人民法院报》上发出寻找辛建祥的公告,公告期间
届满，并于 2015年 4月 2日依法作出 （2014） 城民鼓特字第 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宣告辛建祥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张德福、邓均会申请被申请人张凯死亡一

案，于2014年4月11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2015
年4月13日依法作出（2014）成郫民特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宣告
张凯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川]郫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于春德申请宣告于淑玲死亡一案，于2014
年4月5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本院于2015年4月7
日依法作出 （2014） 即民特字第 3号判决，宣告于淑玲死亡。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山东]即墨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张春丽申请宣告张可吉死亡一案，于2014
年3月20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本院于2015年3月
20 日依法作出 （2014） 即民特字第 2 号判决，宣告张可吉死
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山东]即墨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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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账，赖掉了尊严
遵守法律是做人的底线，纵使是一些

罔顾法律之人，做违法之事也会选择月黑
风高之时；纵使一些胆大妄为之人，在事情
败露之际也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罪行。这
些人罔顾法律、逃避责任纵然可恨，但是他
们暗中行事的风格、死不认罪的态度至少
说明他们是非之心还在、廉耻之心尚存，虽
然漠视法律的约束，但还不至于把法律的
尊严踩在脚下。

而老赖们则大不相同：我不守法，损害
他人利益，你奈我何？我无视判决，拒不执
行，你奈我何？我殴打法官，侮辱威胁，你
又奈我何？嚣张的气焰，直有冲天之势，法
律在他们眼中就是一纸空文；肆意践踏法
律尊严，俨然成了他们彰显自我力量强大
的手段。

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这是
告诉我们，诚信是为人之根本，失去了别人
的信任，人就无法立足于社会。然而诚信
在“老赖”们眼中就是一个笑话，他们信奉
着另一条“真理”——利益至上、见利忘
义！对合同方耍赖，强行侵吞他人财产；对
前来要账的人耍赖，肆意放恶狗咬人，甚至
操纵黑势力打人；对公众耍赖，反咬债主，
颠倒黑白，蒙蔽世人。耍赖者倒不是没有
钱，他们宁愿将诚信之本践踏于脚下，宁愿
看着一个个家庭破败潦倒，宁愿将债主打
伤住院，也绝不拿出本应属于他人的钱。

老赖们貌似生活得很得意，一句“能奈
我何”让他们傲视债主，藐视法官，无视法
律，好似成了社会“生物链”的最高端的存
在。然而，在老赖们洋洋得意之际，他们估
计不会想到，他们已丢掉了作为一个“人”最
基本的东西。

——江州子

继中央深改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有关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方案
之后，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四次会议作出决定，授权在部分地区
开展人民陪审制的改革试点工作。目
前公布的改革试点方案提出了完善陪
审员的选任资格和选任程序、扩大陪
审员参审范围并改进参审机制、探索
陪审员参审案件的职权内容、建立陪
审员的退出和惩戒机制、加强对其合
法权益的保障等多方面的改革措施。
这项重要文件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
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将起到
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而随着改革措施
的落实和民众对司法审判的深度参
与，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公信力
也将能够得到有效提升。

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的制度
理念，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来加以
考虑。首先，陪审制是一般民众直接参
与司法审判的一条重要途径，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了司法民主化的价值。司法
审判属于一种涉及民众切身权益的决
策过程，职业法官做出的这种决策虽然
有其种种的特殊性，却同样需要反映民
意。人民陪审员因直接参加审判而成
为民意反映到司法的一条最为直接的
制度通道。其次，民众参加审判能够为
法官在法律专业背景下认定事实和适
用法律的程序操作和实体形成带来另
一种知识上的互补或丰富性，即熟悉当
时当地社会生活的陪审员有可能通过
自己对民风民俗及生活常识等方面的
熟悉了解，为职业法官的审判传输新鲜
的素材，使其能够与民众的实际生活更
相契合而提高审判的合理性和可接受
性。最后，陪审员作为一般民众的代表
而参与到司法审判中来，能够具体而直
接地体现民众对司法过程中人和事的
监督，有助于制约和防止司法腐败的发
生。总之，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价值就在

于民众对司法的参与和司法公信力的提
高。在此意义上，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
点方案的公布适逢其时。

自2004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公布《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
度的决定》（2005年5月起施行）以来，人
民法院积极落实这项立法，在选任人民
陪审员、向财政部门争取相应经费、安排
陪审员参加各类案件审判等方面付出了
很大努力。不过，这项制度目前仍存在
着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完善。
在一部分陪审案件中，所谓“陪而不审”
即陪审员的参与流于形式的问题依然存
在。与此相关的是，一些法院主要把陪
审制视为节省职业法官人力资源投入的
手段，对陪审员的选任相当随意。例如，
某些法院把直接雇用的合同制人员列在
人民陪审员名单内，以便随叫随到；确定
具体案件的陪审员不按从名册中随机抽
取的方法，而反复指定若干“好用方便
的”陪审员参与合议庭组成，等等。重大
的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本来都属于应尽
量实行人民陪审制的案件类型，但事实
上却很少有陪审员参与审理。相反，不
一定能够充分发挥陪审制优势的基层法
院民事诉讼案件和较轻微的刑事诉讼案
件，却因为能够帮助法院有效地节约人
力资源，长期以来都是使用陪审制的主
要领域。还需看到，陪审制实际运行中
的困境并非都是肇因于法院在认识理解
方面的不足，有些问题还牵涉到陪审制
自身在民众参与的广泛性和实质性之间
的悖论。例如，为了克服因一般素质不
足而难以实质参与审判的问题，陪审员
的选任或指定都表现出偏重于高学历人
士、行政官员及经营管理者等社会精英

层的倾向，反过来引起“陪审精英化”而
违背民众参与广泛性的质疑。

针对现存的问题和困扰，改革试点方
案把学历条件从大专以上文化学历改为

“一般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学历，但农
村地区和贫困偏远地区公道正派、德高望
重者不受此限”。同时，还把陪审员由个
人申请和组织推荐，改为基层和中级法院
每五年从符合条件的当地选民（或者当地
常住居民）名单中随机抽选当地法院法官
员额数5倍以上的人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候
选人，再会同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对候选人
进行资格审查，征求其个人意见，最终从
审核过的名单中随机抽选不低于当地法
院法官员额数3至5倍的人员作为人民陪
审员，建立陪审员名册后提请同级人大常
委会任命。更加宽松的资格条件和更加
广泛的候选范围，再加上分层的两次随机
抽选等改革内容，一定能够在确保人民陪
审员的代表性方面发挥作用。

改革试点方案还切实扩大了陪审员
参与审理的案件范围，尤其是有关“可能
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第
一审刑事案件，原则上实行人民陪审制
审理”，以及有关第一审刑事案件被告人
和行政案件原告“申请由陪审员参加合
议庭审判的，可以实行人民陪审制审理”
等内容，都很有针对性。此外，在民事领
域例如涉及环境污染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的公益诉讼，就能够视为“涉及群体利
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原则上应由
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而在刑事诉讼和
行政诉讼中，哪些属于“人民群众广泛关
注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一般
都比较容易确定，此类案件也应实行人
民陪审员参加审理。

试点方案提出探索重大案件由
三名以上陪审员参加合议庭的参审
机制。基于比较法的相关知识及经
验，在目前的试点阶段，由三名以上
人民陪审员与职业法官共同组成五
至七人的合议庭进行审理，可考虑
先在刑事诉讼领域的重大案件中探
索尝试。这种案件一般应为可能判
处长期或无期徒刑甚至死刑的案
件，或者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疑难
之处，或者定罪量刑可能涉及社会
伦理问题或公众道德感情等具有特
殊情形的案件。有多名人民陪审员
参加的合议庭对这类案件进行审
理，能够在民意和司法的专业性质
之间促进沟通，有助于提高审理的
透明度和判决的公信力。

关于人民陪审员在案件评议过
程中只就事实认定发表意见，不再对
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表决的改革内容，
一个重要的背景就在于，到目前为止
我国的陪审制一直是陪审员在案件
中既参加事实问题的审理，也对法律
适用的问题发表意见。作为陪审制
的制度理念之一，民众参加审判是因
其能够从社会生活常识的角度，在案
件事实的认定过程中与具有不同知
识背景的法官形成某种认知或经验
上的互补。但在高度专业的法律解
释适用这个方面，代表一般民众的陪
审员相对于职业法官而言却没有这
样的优势。区分事实认定和法律适
用问题，让陪审员的作用集中于前
者，有助于陪审制充分发挥其长处。
相对于民事和行政案件而言，刑事案
件属于一种比较容易把事实问题和
法律问题区别开来的领域。因此，也
可考虑先在刑事诉讼领域开展这项
参审机制改革，以后再视具体情况决
定是否将这项改革逐步扩大到行政
和民事案件的审理中去。

改革试点方案给人民陪审员以更宽松的资格条件和更广泛的候选范围，切
实扩大了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范围，并限定陪审员只就事实认定发表意见，
有利于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优势。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系列谈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系列谈①①

传递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好声音”
⇨⇨上接第一版

“两个审判庭的法官来自不同的法
院，如果按照一、二审来分庭，有可能
会导致同类案件处理思路的差异，产生
法律适用不统一的情况。”刘军华解
释，“这不是简单的工作分工，而是按
照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特点和相应的审
理思路上的不同进行的专业化分工。”

记者获悉，除了法官、机构专业化
之外，上海知产法院聘请专家作为该院
的技术咨询专家，下一步将建立专家陪
审员和特邀咨询专家库，为知产审判提
供更加有力的智库保障。同时，该院还
将设立技术调查室、技术调查官，协助
法官理解和查明案件的专业技术问题。

国际化战略平台

“祝愿上海知产法院能成为中国知
产诉讼保护最受青睐的法院。——杰克
帕克。”这是美中贸易委员会上海代表
处首席代表杰克帕克给吴偕林的感谢函
中写的一句话。

2015 年春节前夕，吴偕林接受美
中贸易委员会上海代表处的邀请，就上
海知产法院的设立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发表主题演讲，杰克帕克由此发出感
慨，并对上海知产法院寄予厚望。

吴偕林递给记者一份《美国知识产
权 所 有 人 协 会 （IPO） 中 国 调 查
（2014）》报告复印件，上面显示，根

据对 34 家美加企业的调查，在综合考
量审理时间、诉讼成本等因素后，在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领域，上海法院以较高
票数获选最受青睐的中国法院。

“在上海知产法院成立后，一些国
外知识产权保护协会和社会团体对我们
高度关注，有些向我们提出参观考察法
院，有些则是邀请院长主题演讲，通过
这些形式和我们加深了解、促进交流、
共享信息。”吴偕林告诉记者，就在今
年 4 月中上旬，美国商业软件联盟
（BSA） 亚太区反盗版高级总监 Tarun
Sawney 一行代表该联盟北京代表处来
上海知产法院参观交流，对该院在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方面已经进行的改革探索
表示高度赞赏。

为了更好地搭建国际化发展平台，
上海知产法院在建院初期就开辟了简体
中文、繁体中文和英文版三个不同版本
的官方网站。记者点击进入网址为
http：//shzcfy.hshfy.sh.cn/的网页进行浏
览，网页上详细介绍了上海知产法院的
动态新闻、开庭安排、庭审全景以及相
关的司法公开和服务功能。

“接下来，我们还将充分运用中国
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 （上
海） 基地这个平台，积极开展高层次、

高质量、高水平的国际知识产权司法交
流合作。”吴偕林说，希望上海知产法
院能够通过交流活动发挥国际窗口优
势，扩大品牌效应，展示保护成果，同
时依托基地平台借鉴域外经验，吸收国
际成熟经验和做法，参与国际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新规则的制定，提升中国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国际影响力。

对外权威裁判

拖着两个大行李箱的律师，将几叠
厚厚的诉讼材料从箱中拿出放到立案窗
口前，这是上海知产法院首个工作日受
理首起案件的情景。

姜广瑞是这起案件的法官助理，他
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这是我们受
理的第一起案件，也是首次公开开庭审
理的案件。”

这起被业界称为“惠普维权赔偿”的
案件，由于原告惠普发展公司是一家全球
知名的惠普公司子公司，涉案的喷墨打印
机墨盒产品也是市场上用户普遍使用的
一款产品，因而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现在这类知名品牌的维权案件数
量很多，4月9日我们庭里还对一起销
售假冒 BURBERRY 注册商标服装的

侵害商标权上诉案当庭作出判决，最
终维持了一审判决淘宝店夫妇赔偿勃
贝雷公司经济损失 15 万元及合理费
用1.5万元。”姜广瑞说。

为了体现上海知识产权保护的示
范意义，上述两起知产案件均通过电
视、网络、手机电视等媒体进行了庭
审同步直播。

“ ‘BURBERRY’ 案 庭 审 当
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以及
北京、广州知识产权的相关领导都在
观看我们的庭审。”该院办公室主任
吴刚介绍，“那天吴院长在最高人民
法院通过 PPT 演示我院信息化建设
成果，其中涉及高清科技法庭的，就
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集控中心直接调
取当日的庭审视频。”

据悉，目前上海知产法院充分运
用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传统电
视、手机电视等平台，推动知产案件
庭审直播常态化。同时，该院不断完
善互联网站，司法公开在线服务功
能，积极推进微博、微信、移动客户
端（APP）等新媒体建设，旨在打造

“透明法院”。随着上海自贸区改革方
案的公布，该院还将密切关注和研判
自贸区扩区对审判工作带来的影响，
根据涉自贸区内企业知识产权纠纷案
件的受理情况，适时调研成立涉自贸
区知产案件专项审判合议庭，加强涉
自贸区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