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北里西区22号（南区）邮政编码：100062 法院公告咨询：（010）67550885，67550886，67550887 广告咨询：（010）67550870 广告传真：（010）67195418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崇工商广字第0047号 今日八版 零售：每份0.90元 印刷：

44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综合新闻］

2015年8月7日 星期五 总编室主办 责任编辑 安克明 新闻热线（010）67550719 电子信箱:fyxw@rmfyb.cn

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现场强制执行
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视频远程指挥

谭金玉 文/图

同步录音录像 庭审全程公开

茂名茂南法院实现“一案一光碟”
本报讯 近年来，广东省茂名市

茂南区人民法院积极以信息化手段推
动司法公开，提高庭审同步录音录像
水平，每案均刻录光碟附入卷宗。今
年1至7月，该院已开庭审理2436件
案件，全部实现“一案一光碟”。

打造庭审“阳光工程”

茂南区法院积极向区委汇报司法
公开进展情况，并争取区政府支持理
解，投入专项资金 20 万余元，用于
法院机关及基层人民法庭审判法庭的
信息化改造。该院对原有法庭视频监
控系统进行升级，重新安装高清摄像
头及两套录音设备、两套录像系统，
完善音频、视频监控、刻录网络和设
备，改进了音频升级后的储存系统，
庭审录像可以在服务器终端保存6个
月。

该院要求每个审判业务庭指定专
人负责对庭审进行录音录像，做到录
音、录像、记录“三同步”，并及时刻
录光碟附卷归档保存，实现“一案一
光碟”。据该院负责信息化建设工作的
办公室主任陈志文介绍，只要社会公
众提出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
即可调阅庭审录音录像，随时了解庭
审过程。

“有庭审录像，我再也不担心了”

李某是茂名某公司员工，今年多次
在茂南区法院提起诉讼，分别起诉原雇
主及同事，涉及劳动争议和侵权纠纷
等。案件庭审时，因其随意发言不遵守
法庭纪律，法官曾几次训诫。为此，李
某多次向院领导投诉承办法官不公正，
书记员记录不准确，都是在偏帮被告一
方。6月15日，李某所诉的劳动争议一
案再次开庭后，她又认为庭审笔录没有
把自己的发言录完整，多次要求书记员
修改并质疑法院的公正性。

为确保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的诉
讼权利，承办法官当即调取了该案的
庭审录像，并邀李某一起对照录像核
对笔录。对有异议的部分，法官重复
播放3次录像，结果发现书记员在庭
审笔录中准确记录了原、被告的陈
述。面对屏幕中诉讼双方一字一句陈
述的镜头，李某很快在笔录上签字并
信服地说：“有庭审录像附卷，我再
也不担心了。”

“小节不小”倒逼公正

今年 7 月，一位当事人向法院审
务督察组投诉审判人员庭审着装不够

规范。督察组立即抽查了当月庭审录
像，发现一名法官在审理一宗物业纠纷
时，开庭身穿夏装未按照规定着法袍；个
别书记员庭审时没有佩戴法徽。督察组
当天即向相关人员发出了规范司法礼仪
的整改通知。

茂南区法院院长王宇庆表示，以
审判为中心就是以庭审为中心，庭审

公平公正是当事人最关心的。庭审无
“小节”，开庭过程公开也是司法公开
中最重要的环节。社会公众随时可以调
阅庭审录像，也就是法庭上的一言一行
都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无疑是倒逼法官
提高庭审驾驭水平，规范庭审秩序，遵守
司法礼仪，进而提高司法能力。

（范 贞 何松富）

茂南区人民法院科技法庭内正在开庭。 范 贞 何松富 摄

8 月 4 日，山
东省日照经济技术
开发区人民法院法
官走进辖区律师事
务所，听取律师对
法院工作的意见和
建议。律师们对该
院主动走出来倾听
诉求给予好评。

刘练常
王 勇 摄

8月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人
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与排除妨害纠纷案件
强制执行现场视频连接。该院执行局局长
黄小波现场指挥，副院长黄晓明通过视频
连线监督和指导。

出发前，黄小波与参与执行法官、
法警就注意事项再次确认。在拉起警戒
线后，执行现场与院机关执行指挥中心
视频连接。在排除道路妨害物的同时，
执行法官也没有忽视做被执行人思想工
作。整个执行过程，现场规范有序，连
线画质良好，信号传输稳定，达到了预
期效果。

该院通过远程视频开展执行工作，指
挥中心及时掌握现场信息，有利于迅速决
策，对执行工作进行有效统一指挥，同时
确保执行工作更公开透明、执行程序更规
范，有效提高了执行工作的质量与效率，
营造了良好的执行氛围。

图①：出发前就注意事项再次确认。
图②：在执行现场拉警戒线。
图③：排除道路妨害物。
图④：做被执行人思想工作。
图⑤：黄晓明坐镇指挥中心监督并指

导现场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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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6日讯 （记者 许
聪）今天上午，25卷本《日本侵华图志》新
书发布暨专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丛书
主编张宪文，中国历史学会会长张海鹏、
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军科院军史部李
维民等专家学者20余人参加这次活动，
活动由山东画报出版社有限公司与南京
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合办。

据介绍，《日本侵华图志》是国家教
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民
国史研究中心与山东画报出版社有限公
司合作项目，是一项国家级大型学术出
版工程，先后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
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
展项目库2014年度入库项目，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美国书展重点参展图书，
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
荣誉收藏图书。本项目自2010年初开始
策划和收集资料，到2015年5月底完成，
前后历时五年。

据介绍，这套《日本侵华图志》，按照
时间顺序和专题分成25卷，以第一现场的
历史图片为视角，客观、系统、生动地记录
了日本自明代倭寇窜犯中国东南沿海以
来，尤其是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到1945
年战败投降，直至1946年东京大审判的全
过程，再现和固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主
要历史事实。全书图片 25000 幅，文字
250万字，其图片主要来源于日本、美国、
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公私珍藏。

《日本侵华图志》新书发布会举行
内容涵盖日本自明代倭寇窜犯中国到东京大审判

⇨⇨上接第一版 如果P2P 网贷平台的
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明
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为借贷提供担
保，根据出借人的请求，人民法院可以
判决P2P网贷平台的提供者承担担保责
任。

为民间借贷的利率与利
息划定“两线三区”

据了解，利率的规制是民间借贷的
核心问题，也是《规定》的重要内容之
一，《规定》明确：借贷双方没有约定
利息，或者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
定不明，出借人无权主张借款人支付
借期内利息；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
超过年利率 24%，出借人有权请求借
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但如
果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
36%，则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应
当被认定无效，借款人有权请求出借

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 36%部分
的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实际出借的金额认
定为本金；除借贷双方另有约定的
外，借款人可以提前偿还借款，并按
照实际借款期间计算利息。

杜万华表示，《规定》对于利率的
规定，其实等于划了“两线三区”。两
线之一就是民事法律应予保护的固定利
率为年利率 24%，第二条线是年利率
36%以上的借贷合同为无效。三个区域
分别是无效区、司法保护区和自然债务
区，就是 36%以上、24%至 36%、24%
以下这三个区域。

杜万华表示，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
改革进程的推进，以基准贷款利率的四
倍作为利率保护上限的司法政策的变革
势在必行，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究竟如何
进行调整、采纳何种模式、固定利率上
限标准如何予以确定，这一系列审判实
践中的问题亟待回答。

⇨⇨上接第一版
杜万华介绍说，民刑交叉问题主

要包括刑民程序的协调与实体责任的
确定两个方面，这一部分主要包括：对
于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民间借贷案
件，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或者驳回
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
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对于与
民间借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
事实的犯罪，人民法院应当将犯罪线
索材料移送侦查机关，但民间借贷案
件仍然继续审理；借款人涉嫌非法集
资等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
出借人起诉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关于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杜万华表示，民间借贷合同的效
力判断，在司法实践中有着重要的意
义。只有基于有效的民间借贷合同，
一方当事人才能向另一方当事人主张
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也才能涉
及违约责任的承担以及合同的解除等
问题。

杜万华介绍说，鉴于民间借贷合
同的特殊性，司法解释在这一部分主
要规定了以下内容：自然人之间民间
借贷合同的生效要件；企业之间为了
生产、经营需要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
只要不违反合同法第 52 条和本司法
解释第14条规定内容的，应当认定民
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这也是本司法解
释最重要的条款之一；企业因生产、经
营的需要在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
职工筹集资金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有
效；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
嫌犯罪，或者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
罪，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而应
当根据合同法第 52 条和本司法解释
第 14 条规定的内容确定民间借贷合
同的效力。

关于互联网借贷平台的责任

杜万华介绍说，近年来，随着互联
网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金融
在我国得到了迅速发展。我国已经形
成了有别于国外P2P网贷模式的新特
点，同时也产生了平台角色复杂、监管
主体缺位、信用系统缺乏等新问题。

杜万华介绍说，在当前涉及 P2P
网络借贷平台的法律规范缺失的情况
下，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进一步促进我国网络小额借贷资
本市场良好发展，《规定》分别对于P2P
涉及居间和担保两个法律关系时，是
否应当以及如何承担民事责任作出了
规定。按照《规定》中的条款内容，借
贷双方通过P2P网贷平台形成借贷关
系，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仅提供媒
介服务，则不承担担保责任。如果P2P
网贷平台的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或
者其他媒介明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
其为借贷提供担保，根据出借人的请
求，人民法院可以判决P2P 网贷平台
的提供者承担担保责任。

关于民间借贷合同与买
卖合同混合情形的认定

杜万华介绍说，民间借贷实践中，
当前有一种现象是当事人双方为避免
债务人无力偿还借款，往往在签订民
间借贷合同的同时或其后签订买卖合
同（以房屋买卖合同为主），约定债务
人不能偿还债款本息的，则履行买卖
合同。本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当事人
通过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
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
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
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
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
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
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
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

关于企业间借贷的效力

杜万华介绍说，对于企业与企业
之间的借贷，按照央行1996年颁布的

《贷款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
解释的规定，一般以违反国家金融监
管而被认定为无效。但是，近年来，随
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
展，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在经
营过程中存在着周转资金短缺、融资
渠道不畅的发展瓶颈，企业通过民间
借贷或者相互之间拆借资金成为融资

的重要渠道。
杜万华表示，“时移则法易”。根

据目前实际情况，最高人民法院经研
究认为，对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应
当给予有条件的认可。本司法解释为
此规定：企业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而
相互拆借资金，司法应当予以保护。
这一规定有利于维护企业自主经营、
保护企业法人人格完整，也有利于缓
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顽疾，满
足企业自身经营的需要。

杜万华还表示，允许企业之间融
资，绝非意味着可以对企业之间的借
贷完全听之任之、放任自流。解禁并
非完全放开，生产经营型企业从事经
常性放贷业务，必然严重扰乱金融秩
序，造成金融监管紊乱。这种行为客
观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必须从效
力上作出否定性评价。为此，《规定》
专门对企业间借贷应当认定无效的其
他情形作出了具体规定。

关于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的规定

杜万华表示，对于无效合同的认
定，事关合同效力的维护及市场经营
秩序的安全和稳定，亦事关社会公共
利益的保护。《规定》具体列举了民间
借贷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形，
包括：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
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的；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
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
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的；出借人事先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
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违背社会公序
良俗的；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
性强制性规定的。

关于虚假民事诉讼的处理

杜万华介绍说，经过调研发现，当
前民事审判领域存在许多虚假诉讼，
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尤为突出。如何有
效遏制民间借贷纠纷中的虚假诉讼，
是摆在审判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难题，
也是亟待解决的一个课题。

杜万华说，《规定》结合了虚假民
间借贷诉讼审判实践的调研结果，吸
收了实践中的有益的经验做法，采纳
了综合判断的规范模式，并总结出了
具体列举的可能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
讼的十种行为，如出借人明显不具备
出借能力；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
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出借人不能
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
在伪造的可能，等等，以供审判人员审
理案件时借鉴、参考。当然，正确识别
虚假民间借贷诉讼，还要求审判人员
基于自身的审判经验的积累，对生活
的认知能力的提高，结合借贷发生的
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
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
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
假民事诉讼。

关于民间借贷的利率与利息

杜万华表示，利率的规制是民间
借贷的核心问题，也是本司法解释的
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确定了金融市场化改革，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利率市场化。但
是，利率市场化绝不意味着利率无限
化，更不意味着利率无序化，必须对
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进行管控。对
民间借贷利率的管制，除应当考虑政
府及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便利，还要
考虑作为市场主体的借贷双方的真正
需求。

杜万华介绍说，《规定》有关民间
借贷利率和利息的内容主要包括：借
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或者自然人之
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无权
主张借款人支付借期内利息；借贷双
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
借人有权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
支付利息，但如果借贷双方约定的利
率超过年利率 36%，则超过年利率
36%部分的利息应当被认定无效，借
款人有权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
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预先在本
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
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除借贷
双方另有约定的外，借款人可以提前
偿还借款，并按照实际借款期间计算
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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