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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
全会都一再强调要加强司法机关与法
律院校的交流合作，创新法治人才培
养机制，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
化。其具体路径是什么，以什么样的制
度创新来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宏观构
想，最高人民法院为此进行了极为有
益的探索。

理论必须以实践为基础，不以实
践为基础的理论，必然是空洞而枯燥
的，难以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实践必
须以理论为支撑，没有理论为支撑的
实践，必然是表浅而短视的，难以具有
良好的发展前景。探索实践与理论相
结合的具体路径，是社会的现实需要，
司法也不例外。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了《关于建立法律研修学者制度的
规定》，对这一制度作出了较为全面的
安排。依照这一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将
定期开展接收全国法律院校、研究机
构的专家学者参加法律研修的工作。
相应地，一批又一批经法律院校、研究
机构推荐或同意，具有副高以上职称，

综合素质好、法学功底深厚、科研能力
强，有志于推动完善司法制度建设的优
秀人才，将作为法律研修学者，进入最高
人民法院开展专门的研究工作。研修内
容涉及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
国家赔偿及司法改革等相关方面的各项
重点理论课题。

笔者认为这是对司法实践发展与法
学理论研究相结合所进行的极为重要、
极富新意的探索。它为法学与法律领域
实践与理论的结合，开辟了新的路径，提
供了新的范例。这一制度的施行，必将进
一步加强最高人民法院与法律院校、研
究机构的交流合作，提升最高人民法院
的理论研究能力，推动我国应用法学理
论研究的发展，为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
的结合开辟新的渠道。

培养法律人才乃至培养优秀法律人
才，是法律院校的使命，但并不仅仅是它
们的责任。司法实务部门如何立足自身
工作实际参与法律人才培养，推进司法
工作，为司法机构培养后备队伍，是我们
努力解决的重大课题。最高人民法院近
期推出的法律实习生制度，将人民法院
长期实行的、吸纳法律院校学生实习的
习惯做法制度化了。依照这一制度，人民
法院将根据工作实际，定期接收法律院
校学生实习。这一制度的设立将使那些
具备良好法律素养和专业知识，具备一
定社会实践能力的优秀人才能够顺利进
入人民法院，参与司法实务。依照这一制
度的安排，法律实习生可以在人民法院
中接受司法传统教育、法治精神洗礼，通
过刑事、民事、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审

判业务实践活动，全面了解司法审
判工作，提高其在实践中认识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人民
法院将指定经验丰富的法官或其他
工作人员担任其指导老师，实习人
员在实习期间担任实习法官助理或
实习书记员，在指导老师帮助下参
与案件审理、案件记录、起草法律文
书以及专题调研等辅助工作。人民
法院在为法律人才培养提供服务的
同时，也为自己司法工作的开展培
养了现实的生力军。随着这一制度
的推行和法律院校的改革，法律实
习生将成为人民法院日常工作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与有生力量。

人民法院法律实习生制度的建
立与实施，必将带动其他司法和法
律机关建立类似的制度，开展类似
的人才培养工作。它对于司法实务
乃至整个法律工作的开展，对于法
律院校教学任务的完成，对于法律
人才的茁壮成长都功莫大焉，我们
乐观其成，并寄予无限的期待。

法治时评 ▷▷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两张罚单”与司法权威
申友祥

“开不出罚单”的法条需重新评估
燕 农

电商与工商，“相亲”还是“相望”
邓海建

面对行政机关公然违反民事
诉讼法的行为，法院总是力不从
心。对其做出罚款或拘留决定书
不易，而执行决定书阻力更大。

据报道，江苏一市政府成被告却
在一审中拒不出庭，二审中无正当理
由逾期提供的证据真实有效，故法院
对其一审拒不出庭应诉及举证，妨碍
了法院审案，造成了司法资源浪费，
做出罚款 10 万元的决定。还有，江
苏一县国土局拒绝协助法院执行被执
行人刘某已交纳的国有土地所有权出
让价款 2200 万元，于是法院对其作
出罚款60万元的决定。

行政机关对法院职权傲慢的事
例时有发生，同时，罚款决定书的
签发到行政机关对罚款决定书的执
行还有很长的距离。《政府败诉拒不
执行 法院判决如同废纸》、《河北一
县政府“不睬”省高院判决逾两
年》 ……都是权威媒体的报道。它
们让我们看到的、切身体会到的是
法院在公权力层级中所处的弱势地
位。面对行政机关公然违反民事诉讼
法的行为，法院总是力不从心。对其
做出罚款或拘留决定书不易，而执行
决定书阻力更大。为了避免决定书沦
为废纸而导致司法权威受损，法院一
般选择不做决定书，但这种做法直接
使得一些行政机关变得更加肆意妄
为。

司法权是国家判断权，是司法机
关代表国家依据宪法对具体案件的
是非曲直下终局判断的权力。这种
权力关系公平正义，关系社会和谐
稳定，关系党的大局。如果法院在
个别不守法的行政机关面前摧眉折
腰，那么何来是非公道？何来公平
正义？何来稳定的大局？法律是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委会表决通过
的、具有普遍强制执行力的文件。
而严格执法、严格司法就是兑现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向全国人民许下的
承诺。如果司法没有权威，任由个
别行政机关或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
那么法院如何兑现所许下的承诺？依
法治国从何谈起？

司法权威和公信力不仅来自于法
律的保障，更来自于法院对个案公正
的坚守。美国法院在全世界法院中素
有盛誉，但是他的权威和公信力也不
是在建国伊始就有的，而是在个案中
不断地确立和巩固的。以著名的“马
伯里诉麦迪逊案”为开端，到“布什
诉戈尔选举案”中，经过不断地积
累，美国的司法公信力逐步建立。我
国法律原则中也明确，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行政机关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主
体，更应带头守法，为公民、企业和
其他组织做出表率。法院应通过一个
个具体的案子，对一切违法行为说

“不”。对一切违法主体一视同仁，就
是树立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的最佳途
径。

江苏法院的上述两张罚款单，是
树立司法权威的开端，应为各级法院
效仿。我们为两张罚款单的签发点
赞，为签署罚单的法院院长的果敢与
担当点赞，并为其推进依法治国的决
心与树立司法权威的魄力点赞。当各
级法院敢于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毫
不犹豫地说“不”的时候，依法治国
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我们深知：罚款决定书的签发到
行政机关对罚款决定书的执行，还有
很长的距离，但是我们拭目以待！

需要对各种“开不出罚单”的法
条进行重新评估，属于执法不严的，
要追究执法者的责任；属于法规本
身种种问题的，要及时调整和修订。

今年 10 月 1 日起，《广州市公园条
例》正式实施，明确规定公园歌舞噪音超
过限值，将会面临最高 1000 元的处罚。
然而，条例实施半个月以来，广场大妈歌
照唱、舞照跳，公园内噪音超标的情况仍
然存在，而全市公园未开出过一张罚单。

开不出罚单的真正原因，不是“大妈
不好惹”，而是条例虽然赋予了公园管理
方的执法主体职能，且规定要在公园内
限噪治噪并制定了明确的罚则，但究竟
音量高到多少才算是噪音需受到限制，
该条例并没有说明，这让各公园无所适

从，只能以劝导了事。
回顾过往消息，不难发现多年开不

出一张罚单的地方立法并不在少数。譬
如，某地控烟14年无一张罚单；某地泉
池禁游泳，9年未开出一张罚单……

在法治社会中，法条“睡觉”显然是
不正常的。梳理起来，除了执法不严的因
素之外，立法层面本身存在三类问题：一
者，法规文本或者相关配套不完善。《广
州市公园条例》被架空，归根结底是没有
明确公园的环境噪声限值和解决执法权
归属问题。

二者，法规所赋权的执法主体缺乏
正当性。譬如，此前各地出台的公共场所
禁烟规定，多是卫生部门委托城管部门行
政执法，但城管部门却没有相应的处罚
权，所以无从进行处罚。有的地方将城市
泉池禁止游泳的执法权赋予园林部门，而
园林部门没有执法权，由此不免罚则落
空。事实上，《广州市公园条例》将环境噪
音的处罚权赋予公园管理方，亦存在某种
悖论，公园管理者如何行使环境执法权？

三者，立法不管执法难。此前《深圳
市公共厕所管理办法》规定便器外便溺

将处以100元罚款，就属一例。
“开不出罚单”的法条，相当于

法规在“沉睡”，不只让法律资源闲
置，更会导致社会行为破坏和冲击法
规之后受不到相应处罚，以致反向培
育了无视法律或者模糊法律界限的气
氛，无益于法治精神的养成和生长。
因此，需要对各种“开不出罚单”的
法条进行重新评估，属于执法不严
的，要追究执法者的责任；属于法规
本身种种问题的，要及时调整和修
订。

电商要“像个爷们”一样在行
政监管中挺直腰杆，需要的不仅是
底气与胆识，更需要公平正义的制
度托底。

知名打假人王海近日在其微博爆
出：“京东商城职员冒充工商局公务员在
工商局办公处理消费者举报投诉”。更有
甚者，王海还举报有相关领导在京东商
城免费购物约7万元。

一间职能暧昧的“办公室”，让京东
与工商之间的“不伦之恋”传遍大街小
巷。

工商部门的解释是，京东“入驻”
是为了尽快核实企业内部信息，协助工商
部门进一步提高投诉的解决效率；而电商
方面的解释是，这是解决消费者投诉纠纷
的“绿色通道”。姑且相信这样的解释是比

纯净水还纯的，不过，为什么京东来了，更
大的阿里没来？为什么连办公室都免费

“独独”提供给了京东？这些问题，恐怕拿
“创新”二字糊弄不过去。

这几天，舆论质疑的焦点在于“截
诉”之争。因为仲裁纠纷也好，查处违法
行为也罢，行政执法总要遵循基本的回
避机制。遗憾的是，记者最新调查的结果
是这样的——“实质上工商网络或是
12315收到的投诉单会转交给开发局分
局，之后分局就会交给京东处理，也就是
消费者的告状信交到了‘被告’手中。”这
样的工作流程，契合程序正义吗？

9月21日，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发布的《2015 年(上)中国电子商务市场
数据监测报告》显示，2015年上半年，中
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7.64万亿元，同比增
长30.4%。但另一组数据也不能不提：今年
1至9月，网络购物投诉量达到104658件，
为近5年来最高，且同比增长超过130%。
由此不难得出的结论是：在勃兴的电商市
场，一旦有人在规则与秩序外浑水摸鱼，
消费者必然要以巨量的沉没成本为各色
利益勾兑无辜埋单。

电商与工商，究竟该“两两相望”还
是“相亲相爱”？这个问题，答案其实显而

易见。今年1月，国家工商总局一份调
查报告称淘宝网正品率低，引发了著
名的“淘宝公开叫阵工商总局”大战，
并导致阿里巴巴股价持续走低。工商
认为阿里巴巴该加强监管，而阿里则
认为自己也是假货受害者。不管具体
纠葛怎样，这场战争从范式上看，应为
商家与行政之间的常态。电商要“像个
爷们”一样在行政监管中挺直腰杆，需
要的不仅是底气与胆识，更需要公平
正义的制度托底。若非如此，只能逼着
电商私下运作潜规则，彼此举案齐眉，
最终斯文扫地。

编者按：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与法律院校和法律科研机构的司

法合作与交流。201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建立人民法
院与法学院校双向交流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搭建人民法院
与法律院校及法律科研机构的良性互动交流平台，促进法学理论与审
判实践相结合，共同探索社会主义法律人才培养机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培养造就
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为贯彻落
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拓宽法治人才培养

途径，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与法律院校和科研机构交流合作，最高人民
法院研究建立了法律研修学者和法律实习生制度。

2015年8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建立法律研修学者制
度、关于建立法律实习生制度两项规定并发布了《2015年接收法律研
修学者公告》和《2015年接收实习生公告》。10月16日，最高人民法
院举行了首批法律研修学者、法律实习生座谈会。此项工作启动后，
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并给予了充分肯定。本报特推出“法律研修学者
法律实习生制度”之新观察栏目，以期对此项工作的深入推进有所裨
益。

“法律研修学者法律实习生制度”之新观察①

法律人才培养与司法工作开展相结合的路径创新
中央党校政法部常务副主任、教授 卓泽渊

建立法律研修学者制度是对司法实践发展与法学理论研究相结合所进
行的极为重要、极富新意的探索。法律实习生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对于司法实
务乃至整个法律工作的开展，对于法律院校教学任务的完成，对于法律人才
的茁壮成长都功莫大焉。

⇨⇨上接第一版
“请问您的起诉状等相关的材料准

备好了吗？”负责立案工作的法官陈思
立即询问。

“我是个农民，第一次打官司，也
没钱请律师，诉状不会写。”邹某红着
脸说道。

陈思了解情况后，根据邹某的口
述，根据诉状表格样本，帮助他草拟了
一份起诉状，并打印了两份，由邹某填
写个人的基本信息和求偿的金额。

“这是起诉材料交接清单，上面明
确了立案登记所需的各类材料，我们还
需要您的身份证复印件、主要证据材料
目录及复印件……您缺少的材料，我都
一一画钩。”陈思一次性告知邹某这次
立案所需的其余材料。

“这些我有，我打个电话让我老婆
在家找找，马上送过来。”

不到一个小时，邹某就办好了登记
立案手续，完成了立案，成为该院第一
个登记立案的当事人。

“真是没想到这么快，我以前听
说，到法院打官司难，光立案就要一个
星期左右，现在来一趟就办好了。”邹
某感慨地说道。

自立案登记制实施以来，华容法院
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降低群众
打官司的诉讼门槛，做到“有案必立、
有诉必理”，让群众少跑腿、不白跑
路，通过实施便民措施一小步，实现服
务群众一大步。

“以前立案实行的是审查制，我们
立案法官要对诉讼材料进行实质审查，
再决定是否受理，每个案件立案时间平
均两到三天，绝大部分当事人为立案要
跑两趟法院。现在立案实行的是登记
制，我们立案法官仅仅对材料进行形式
核对，除了明确规定不予登记立案的情
形外，当事人提交的诉状一律接收，每
个案件立案时间平均不到两小时，基本
能当天完成立案。”分管立案工作的程
可源对记者解释道。

诉求全解 让群众受益多

“真没想到，上午来的，下午我就
拿到了治疗的医疗费，太谢谢你们法官
了……”9月27日下午，苏某临走时紧
紧握着立案法官的手感激地说。

苏某因在被告华容县某驾驶员培训
学校学习驾驶，学员们在没有教练监管
自行练习时发生事故，导致车上的苏某
身体受伤，但就赔偿事宜双方不能达成
一致，苏某走进了华容法院的诉讼服务
中心。

“因为这个案件标的额不大，法律
关系清楚，所以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被
告负责人，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后，
决定把这一案件转入快速办理渠道，约
定双方当事人当天下午到法院进行诉前
调解。”立案庭庭长王义军对记者说。

华容法院在诉讼服务中心成立了调
解工作室，这是法院化解纠纷的重要场
所。同时该院加强和乡镇政府、司法所、
派出所、医院、工会、妇联、民政局等多个
单位联动，积极联系案件当事人的亲戚
朋友、地方上权威人士和相关专业人员，
构建民间调解网络，实现人民调解、行
政调解、司法调解的有机衔接。

今年5月份以来，华容法院还成立
了道路交通事故诉前调解办公室，共接
待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当事人 160 多人
次，处理道路交通事故诉前调解案件
70 多件，既缓解了法院的压力，也减
轻了当事人的诉累，让群众真正得到了
实惠。

“诉讼服务中心是法院的第一窗
口，我们要用心做好‘送上门’的群众
工作，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司法为民、司
法便民、司法惠民。”郑军在诉讼服务
中心督查立案工作时反复强调。

工作做到心坎上 温暖送到心窝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