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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三版 更为重要的是，少
数民事诉讼案件中的被告方为了避
免败诉的结果，有可能向异地司法
机关报案，称原告方存在虚假诉讼
犯罪嫌疑，要求异地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从而达到阻碍民事诉讼正常进
行、避免己方败诉的不正当目的。这
种情况在实践中时有发生，应当引起
重视。《解释》 对虚假诉讼刑事案件
的地域管辖作了进一步明确，虚假诉
讼刑事案件由虚假民事诉讼案件的受
理法院所在地或者执行法院所在地的
人民法院管辖。由同地司法机关统一
处 理 虚 假 民 事 诉 讼 案 件 和 刑 事 案
件 ， 有 利 于 案 件 的 公 正 及 时 处 理 ，
并可以防止部分民事诉讼当事人恶
意利用刑事诉讼手段干扰民事诉讼
程序的正常进行。另外，在司法工

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串通，共同
实 施 虚 假 诉 讼 犯 罪 行 为 的 情 况 下 ，
可以实行异地管辖，由虚假民事诉
讼案件的受理法院或者执行法院以
外的其他人民法院管辖。

问：如何正确处理虚假民事诉讼案
件和刑事案件的衔接问题？

答：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
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虚假诉讼
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
管辖范围立案侦查；任何单位和个人
发现有虚假诉讼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
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司法机关
报案或者举报；被害人对侵犯其人
身、财产权利的虚假诉讼犯罪事实
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司法机关
报案或者控告。另外，对于人民法
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过程中，发现有

虚假诉讼犯罪线索的应当如何处理，
1998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
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
问题的规定》、2015 年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 和 2016 年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
意见》 等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均
有规定。考虑到上述规定已经比较
具体明确，《解释》 对此问题未再涉
及。实践中，对于人民法院在审理
民商事案件过程中发现有虚假诉讼
犯罪线索的，民商事案件应当如何
处理以及虚假诉讼犯罪线索应当如
何移送，可以依照上述司法解释和规
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执行。

问：《解释》的时间效力如何确定？
答：《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本解

释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应当明
确的是，司法解释是对审判、检察工
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
其效力适用于作为解释对象的法律施
行期间。对于法律施行后、司法解释
实施前发生的行为，司法解释施行后
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
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对于在司法解
释施行前已经办结的案件，按照当时
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认定事实和适用
法律没有错误的，不再变动。虚假诉
讼罪是自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的

《刑法修正案 （九）》 增设的罪名。
对于 2015 年 1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行
为，不能以虚假诉讼罪定罪处罚；对
于 2015 年 11 月 1 日之后发生的虚假诉
讼犯罪行为，如果在 《解释》 施行前
已经办结，且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没
有错误的，不再变动，如果在 《解
释》 施行前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
的，应当适用 《解释》 的相关规定定
罪量刑。

本报深圳 9月 26 日电 （记者
肖 波）今天下午，最高人民法院第
一巡回法庭在深圳大学法学院模拟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行政再审案
件。深圳大学法学院师生、律师代表
和新闻媒体记者共计300余人现场旁
听了庭审。

此次开庭审理了一起涉林地权属
争议的行政案件。经过将近两个小时
的公开庭审，第一巡回法庭最终判决
撤销一审与二审判决，驳回被申请人
的诉讼请求。

整个庭审活动秩序井然，双方
诉、辩观点激烈，给旁听者带来一堂

生动的法治实践课。庭审结束后，第
一巡回法庭法官熊俊勇还为深圳大学
法学院的师生作了主题为“行政诉讼
法的修改及热点问题”的讲座，与师
生们进行了轻松和谐的互动交流，回
答了学生们关心的问题，现场气氛热
烈。

据介绍，第一巡回法庭希望能以
此次“庭审进校园”系列活动作为契
机，让更鲜活的法律实践走进高校，
加宽法院与法学院之间的共建桥梁，
吸引更多的法科学生走进法律实践一
线，也让更多优秀的庭审走进高校，
推动司法公开。

最高法一巡举行“庭审进校园”系列活动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举办创新发展研讨会
本报北京 9月 26 日电 今天，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在最高人民法院
办公二区召开《中国应用法学》创新
发展研讨会。来自 《中国社会科
学》《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
印报刊资料》《法学研究》等京内主
要法学期刊，以及北大法律信息
网、中国知网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
议。《中国应用法学》执行副主编牛
凯主持了会议，法研所所长、《中国
应用法学》主编曹士兵出席会议致辞
并作总结发言。

与会嘉宾高度肯定《中国应用法
学》 创刊一年多来取得的成绩，认
为刊物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具有较
高的学术品位。专家们无私分享了
各自的办刊心得和经验体会，并从
宏观的期刊定位、发展理念、资源
挖掘，中观的内容品质、传播途
径、作者读者培育，到微观的栏目
设置、专题策划、编辑能力等方面
对 《中国应用法学》 提出了宝贵的
意见和建议。专家们指出，法学是
应用之学，《中国应用法学》的优势

和特色就在于根植中国司法实务的
深厚土壤，具有很强的实证导向和
实践特性，能够敏锐发现法律规定
与基层实践的适应度、匹配度和偏
差度，是法律家和法学家对话的重
要平台，《中国应用法学》应当继续
致力于架起理论界和实务界融会贯
通的桥梁。

曹士兵表示，《中国应用法学》
还非常年轻，十分需要有经验的期
刊前辈们问诊把脉，不吝赐教，与
会嘉宾的发言“无保留”“讲问题”

“有洞见”，提倡期刊发展要敢于开
先河，注重选题的社会性、冲突性
和实证性，这些真知灼见无论在理
念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对 《中国应
用法学》的发展大有裨益。《中国应
用法学》 会在认真消化吸收专家意
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定位与方
向，提升内容品质，更好地服务于
法院中心工作，服务于法官办案，
力争成为具有可读性的严肃学术期
刊。

（徐 持）

本报北京 9月 26 日电 （记者
刘 婧 通讯员 李文捷）今天，最
高人民法院 2017 年度司法案例研究
课题结项评审会议在国家法官学院圆
满结束。会议审议了 14 项申请结项
课题，其中重点课题5项、一般课题
7项、委托科研项目2项。各类课题
紧贴审判实际、研究主题丰富，涵括

《司法大数据背景下的类案判断方法
研究》等案例研究领域，评审围绕课
题成果的科学性、创新性、规范性、
完整性、应用价值等方面，对各结项

课题的进一步修改与完善提出了建议
与意见。

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业务庭
室、司法案例研究院、国家法官学
院、有关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以
及北京、天津、重庆、吉林、江
苏、广东、福建、四川等地法院系
统的课题组负责同志出席了评议
会。据悉，今年司法案例研究院还
将在审结已发布课题的基础上发布
2018 年科研课题，继续深化司法案
例研究工作。

本报北京 9月 26 日电 （记者
刘 婧 通讯员 王 妍）今天，最
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第七期

“案例大讲坛”在国家法官学院举
办。本期大讲坛的研讨主题是“杭州
糖炒栗子案”“北京科诺锅炉公司诉
国家质检总局案”裁判规则及其价值
探讨。

本次讲坛由国家法官学院党委书
记、院长，最高人民法院案例研究
院院长黄文俊主持。两个案件的主
审法官对案件背景、争议焦点、裁
判规则、审案心得作了专项介绍，
与会嘉宾围绕案件涉及到的行政处

罚裁量标准、行政法比例原则、司
法权边界、行政案件裁判法理情理
等问题，积极发表意见，通过研讨
力求明确行政处罚基本原则，促进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凝聚司法共
识，提升审判质效。

中共中央党校胡建淼教授，行
政立法专家何海波教授，最高人民
法院、北京市两级法院以及北京市
工商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了
研讨。国家法官学院、司法案例研
究院教师，国家法官学院民商事审
判培训班学员参加了本期大讲坛并参
与讨论。

最高法2017年度司法案例研究课题结项评审会结束

第七期“案例大讲坛”在国家法官学院举办

⇨⇨上接第一版
枣庄法院对“两高两部”司法解释中

载明的重点类型犯罪案件进行了逐案排
查，逐案登记，逐案上报。配合监察委调
取了20余起涉黑恶案件卷宗，召开专门
会议，就立案、民事、行政案件处理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涉黑恶案件线索排查进行
统一部署。

截至目前，山东法院共排查、移送线
索39条，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同黑恶势
力作斗争的信心，获得了广大群众的点
赞叫好。

一张张巨大的黑恶势力“保护伞”，
逐渐浮出水面。

发动群众，布局“天网”锋
芒更劲

“ 扫 黑 除 恶 举 报 电 话 0531-
82980066，邮政信箱：济南邮政第A1013
信箱，电子邮箱：zyshceddjb@126.com。”

这一落款为“山东省扫黑办”的短
信，自8月30日第五督导组进驻山东后，
便自动推送给号码属地为山东的手机用
户，以及正处于山东境内的外地手机用
户。

扫黑除恶，一场声势浩大的专项斗
争，也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打
赢这场人民战争，必须紧紧依靠群众、发
动群众。

为扩大群众知晓度、参与度，充分发
挥互联网传播优势，督导组在第一时间
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和邮政信箱的基础
上，全国独家专门开设并公布电子邮箱，
建立起电话、信件、网络“三位一体”举报
平台，拓宽群众监督举报渠道，打通群众
监督举报最后一公里。

“您知道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吗？”
“您知道什么是‘黑恶势力’吗？”
……
不久前，莱阳市法院、济阳县法院、

龙口市法院等基层法院干警纷纷走上街
头，深入社区、商场等人口密集场所，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法治宣传活动。悬
挂横幅，设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干警
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广大群众宣传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意义、阐明党和
政府铲除黑恶势力的信心和决心，大大
提高了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知晓
率和参与度。

与此同时，30 余万名网格员深入
基层社区、单位，通过明察暗访等方式
开展拉网式排查，积极搜寻黑恶势力
线索，共同构筑人人参与的扫黑除恶
摸排大网，共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
治安稳定。

综合施策，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从“打黑除恶”到“扫黑除恶”，一字
之差，却是思想上的提升、战略上的提
升。

山东省扫黑办在全国率先出台《山
东省扫黑除恶工作实施办法》，制定《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方案》，建立完善了
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政法机关积极作为、
有关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的体制机制。

专项斗争开始后，山东各级法院充
分利用联席会议、案件会商等工作机制，
加强与公安、检察、司法行政等机关的沟
通交流，及时通报黑恶势力犯罪新情况、
新问题、新动向，力争凝聚最大共识，共
同提升办案质效，确保依法、准确、及时、
有力地惩治黑恶犯罪。

今年5月，山东高院与省检察院、公
安厅联合印发了《重大刑事案件证据收
集与审查判断指引》，对包括黑恶势力犯
罪在内的重大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作出
指导性规定，统一案件证明标准。最高
法院副院长李少平批示：“这一创新做
法，对提高刑事审判质量具有现实意义，

值得关注、总结。”
“结合在以往审判中发现的侦查机

关、检察机关取证程序不规范导致证据
瑕疵、非法获取证据导致非法证据、取证
不全面导致证据不充分、审查把关不严
等问题，提前与侦查机关沟通协调，明确
证据收集与审查判断、待证事实与证明
标准的基本原则，从源头上防止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或者违反法律程序
的案件‘带病’进入审判程序。”泰安中院
副院长李成涛说。

边打边防，打防结合。东营法院在
审理涉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期间，发现有
关部门职能缺失、履职不到位等问题，有
针对性地发出了司法建议，要求有关部
门依法纠正，正确履职。

菏泽法院在审理一起敲诈勒索案
时，发现涉案19人均为残疾人，且利用
身体残疾实施犯罪。遂向残联发出司法
建议，建议加强对残疾人的法治教育和
日常管理。

山东高院要求全省法院在黑恶势力
犯罪案件的审理中，注意发现矿产资源、
工程建设、物流市场、治安管理、民间借
贷等行业、领域的管理漏洞，及时提出司
法建议，促进行业监管。同时，配合有关
部门做好非监禁刑和刑满释放人员的社
区矫正、跟踪帮教工作，消除黑恶势力犯
罪滋生蔓延的土壤，促进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由“扫”到“治”的跨越。

⇨⇨上接第一版
费县公安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王

士森说，作为刑侦大队心细、办法多、
专啃硬骨头的业务骨干，史夫俊是公认
的最佳人选。

“他根据现有资料和案卷，将每位
要查的人、要补的证据都标注出来
了。”和史夫俊一起出差的刘才后说，
史夫俊出行前已做了大量准备。

从临沂辗转青岛、牡丹江，两人风
尘仆仆于4月2日下午2点赶到绥芬河
市。

刚放下行李，史夫俊就忙了起来。
原来，他在火车上已和一名证人约好下
午2点40分见面。

在与证人见面的两小时里，他们记
录下嫌疑人曾雇凶将一名林场工人致重
伤并潜逃的重要材料。“这份材料基本
确定了嫌疑人和作案经过，还需要去案
发地公安机关调取当年的报案材料和受
害人的笔录、伤情鉴定。”史夫俊说这
话时的兴奋劲儿，刘才后一直难忘。

但没想到的是，这份证人笔录，竟
成为史夫俊从警生涯的绝笔。

3日一早，为尽快到绥阳林业公安
局调取材料，两人6点就出发了。在一
个路口，刘才后先走过去，正好一辆公
交车经过，把史夫俊挡在路口。“没想
到从此阴阳两隔。”刘才后往前走了几
步后一回头，发现史夫俊已歪倒在路

口。

勇于担当造就攻坚手

从警前，史夫俊当过 15 年兵，非
科班出身的他深知，当警察必须要有过
硬本领。“认真是一种态度，用心是一
种责任。”史夫俊的同事回忆，他经常
这样提醒自己。

整卷是细致活，也最体现民警业务
素质。“有的案件仅案卷就有半米高。”在
史夫俊的办公室，他的队友李效武搬来
一摞案卷，随手一翻，既规范又整洁。

办公桌上还静静摆放着他的笔记
本。翻看着笔记本中的记录，与史夫俊
在刑侦一线共事5年的费县公安局刑侦
大队副大队长魏鹏说：“这里面记录的
化学名称，他都熟悉。”

2017年3月，大队侦办一起制毒贩
毒案件，因涉及很多化学名词，史夫俊
虽然也不大懂，但能吃苦、爱钻研。魏
鹏说，因有熟人是化学老师，史夫俊就
去请教一些名词的意思及其原理等，为
案件定性发挥了巨大作用，这起案件也
是费县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毒品案。

一起故意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吕某

异常狡猾，民警几经努力也仅获取其一
张夜间的模糊视频截图。在车站组织抓
捕时，史夫俊在人海中一眼认出了乔装
打扮的吕某，因为他不仅把吕某的视频
截图记在脑子里，还反复查看所有能找
到的吕某照片。史夫俊常说：“干什么
工作只要专注了、用心了，眼里就有
活、心里就有招、腿上就有劲。”

正是凭着这种勇于担当的执着，多
起大要案在他参与下一一被攻克。史夫
俊生前办案800多起，经手整理卷宗千
余册，从未发生因执法不公、办案不规
范引起的投诉。

心系百姓无私奉献

自小长在沂蒙农村、深受沂蒙精神
熏陶的史夫俊，血液里始终流淌着对群
众的炽热情感。

2016 年，史夫俊开始负责联系帮
扶费县新庄镇太和村。一开始，村委会
主任刘西村一听史夫俊是公安局的，心
里凉了一半——抓小偷肯定在行，扶贫
哪行啊？

但随后，事实让刘西村逐渐对史夫
俊有了新认识，“史警官千方百计帮助

我们村发展，给村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变化。”

今年3月，史夫俊给太和村联系的
金银花项目试验后获得成功，亩产300
余斤，户均增收 5000 多元，群众积极
性很高，其他两个自然村的群众也要大
面积推广。4月7日，想讨论业务的刘
西村无法打通史夫俊电话，辗转联系费
县公安局，最终得知噩耗。

“老百姓都不相信这样的好人怎么
就这么‘走’了。”刘西村说着就哽咽
起来。

虽然比史夫俊早些年到刑侦大队，
魏鹏待他如老大哥。前些日子，有民警
问魏鹏一些案件研判的问题。“我随口
就说老史最精通，你问问他，说完，我
们都愣住了。”

“不说了，不说了。”魏鹏坐在沙发
上，摊开史夫俊的笔记本，撇过头望向
远方，默默无言。

“他常说，上班顾不上家里。等退
休了，就买辆越野车，好好陪着我周游
全国，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史夫俊
的妻子泪如雨下。

史夫俊的儿子非常崇拜当警察的爸
爸，一直想拍一张爸爸穿着警服的全家
福。妻子也交了300元定金，但因他工
作忙，如今已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遗
憾。

（新华社济南9月26日电）

协同发力斩“毒瘤”

人民公安为人民

维护司法公信力 依法惩治虚假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