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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时评 荥荥

利用互联网造谣传谣是违法行

为，还有一些所谓“大 V”账号以“求
辟谣”、“求证” 等方式故意扩散谣
言，让一些不明真相的网民跟风，损
害了网络媒体的公信力。

据新华网报道，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正在全国范围内集中部署打击利用互联

网造谣和故意传播谣言行为， 近日已查
处贵州李某等多名利用互联网制造和故

意传播谣言人员， 关闭了一批造谣传谣
的微博客账号， 公安机关对相关人员处
以了治安拘留等处罚。

新浪及腾讯等微博上， 每天有不少
这样的不实信息， 在污染着网民们的视

听， 并被受众有意无意地传播到社会。
极少数网民在网上散布各类谣言的情况

不时出现， 有的拼接图片诽谤他人， 还
有一些所谓 “大 V” 账号以 “求辟谣”、
“求证” 等方式故意扩散谣言， 让一些
不明真相的网民跟风， 损害了网络媒体
的公信力， 扰乱了正常的传播秩序， 社
会公众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 一些人以
微博传言为最大的真实， 对抗官方媒体
的记者调查新闻， 不以散布不实信息为
耻， 反以为荣， 这不仅良莠不分， 更是
黑白颠倒， 必须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
视。

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对这一现

象一直予以高度关注， 在加强日常执法

的同时，正在进行集中打击。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正根据网民举报和日常工作中掌握的

线索， 会同各地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
对一些经常传播不实信息的网站和微博客

账号、微信账号进行深入核查，将会同公安
机关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希望广大
网民能睁大自己的慧眼， 增强对谣言的警
惕和分辨能力， 防止自己成为不实信息的
间接传播者。

利用互联网造谣传谣是违法行为。 我
国刑法对以造谣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

权、 编造并且传播影响证券交易的虚假信
息、 捏造并散布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和商品
声誉的虚伪事实、 编造恐怖信息等行为均
作出有罪规定。早在 2000 年 12 月，全国人

大常委会就通过 《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
决定》，该决定对利用互联网造谣、诽谤或
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息，煽动颠覆国家
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煽动分裂国
家、破坏国家统一，利用互联网侮辱他人或
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有关行为作出明确

规定予以打击。
国家为保障公民言论自由， 为各界群

众和广大网民创造出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希望一些动辄粉丝几十万、 上百万甚至千
万的名人或学者博主， 能够切实承担起与
自己的声名相一致的社会责任， 尽力做到
不以“挂羊头卖狗肉”的求证方式传谣或传
播不实信息， 协助有关部门遏制和打击网
络谣言。

愿那些有知的网民能够时刻保持头脑

清醒， 争做知法守法的网络发声者， 绝不
与网络造假者同流合污， 扰乱视听， 诽谤
他人， 破坏稳定和谐的社会经济发展大环
境。

（作者单位：陕西省凤翔县人民法院）

以“求证”方式传谣值得警惕
汶金让

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
沈德咏

申请人北京唐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因丧失转账支票一张，
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
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丧失时间为 2012年 12月 21日，票据记
载：票面号码为 1020113021725685，金额 6280 元，出票人为清
华大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 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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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黄育雄因遗失银行支票一张， 该票据记载： 票号
3140123204197670， 票面金额 131600元， 出票日期 2013 年 4
月 22日，出票人为天津市西青区盈金悦建材经营部，持票人同
申请人，背书人未填，出票日期 2013 年 4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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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郑州市华力实业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银行承兑汇

票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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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为 30600051/20345986，票面金额为 2 万
元，出票人为郑州物语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郑州跃龙物资
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9 月 19 日，到期日期为 2013 年
3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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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洛阳市豪铃建忠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因将其持有

的银行承兑汇票不慎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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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为 3200005121347065，
票面金额为 3 万元，出票行为巩义浦发村镇银行，出票人为郑
州市大发铝箔厂，收款人为河南腾达铝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为 2013 年 3 月 20 日，到期日期为 2013 年 9 月 20 日，持票人
为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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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巩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郑州锦来商贸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30500053

22888223、出票金额为壹拾万元整、出票人长葛市宝天曼服饰
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4 月 12 日、收款人为河南宝亿
翔服饰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10 月 12 日、持票人为
申请人、付款行为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的银行承兑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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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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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市超凡工业窑炉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份，出票人为常熟市晨阳化纤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杭
州传化化学品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持票人均为无锡市
超凡工业窑炉有限公司，出票行为常熟农村商业银行 ，出票
日期为 2012 年 10 月 25 日 ， 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4 月 25
日，票面金额为 50000 元，票据号码为 3140005122375205，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至汇票到期日止，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提出申报。 届时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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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市伟强油泵配件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出票人为苏州客隆王爷车服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常熟
新希望贸易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持票人均为无锡市伟强
油泵配件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浦发常熟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11 月 29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5 月 29 日，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票据号码为 3100005121993769，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止，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提出申报。 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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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唐山市丰南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因持有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丢失，票号 40200051/22989795，票面金额 100 万元，
出票人睢宁县中联百货超级购物广场、持票人为申请人，背书
人迁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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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吕梁市离石区枣林乡宏达石料厂因持乐山市商业

银行彭山支行于 2012 年 11 月 8 日签发的编码为 31300052
20953041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100000元，出票人四川彭
山大东方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眉山盛瑞商贸有限公司，背书
人山西省交城县兴星冶金设备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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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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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彭山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义乌市联灿染料商行因持浙江萧山农村合作银行

浦阳支行于 2013年 1月 16日签发的编码为 402000512321803
1 号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155642 元，出票人杭州申航化
工有限公司，收款人江苏之江化工有限公司，背书人江苏之江
化工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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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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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国华新兴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因持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于 2012 年 8 月 21 日签发的编
码为 3080005393800789 号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260000
元，出票人杭州永利百合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杭州萧山佳力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背书人天津诚和昌达商贸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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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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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荣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因持浙江萧山农村合

作 银 行 党 山 支 行 于 2012 年 1 月 13 日 签 发 的 编 码 为
4020005122797752号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500000 元，出
票人杭州和合玻璃工业有限公司，收款人浙江和合压延玻璃有
限公司，背书人港隆镜艺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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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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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荣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因持浙江萧山农村合

作 银 行 党 山 支 行 于 2012 年 1 月 13 日 签 发 的 编 码 为
4020005122797756号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230000 元，出
票人杭州和合玻璃工业有限公司，收款人浙江和合压延玻璃有
限公司，背书人港隆镜艺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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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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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海宁奥通汽车零件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一份银行

承兑汇票（号码为 30100051 22353065，金额为 50000 元；出票
人为海宁奥通汽车零件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东东阿海鸥滚动

体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长安支行；
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4 月 7 日，到期日为 2013 年 10 月 7 日）不
慎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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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现
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3 年 10 月 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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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陈永明因遗失汇票一份（票号为 25527794，票面金
额为 50000 元，出票人嘉善兴隆纸盒厂（普通合伙），收款人浙
江嘉善聚源包装有限公司，付款行嘉兴银行嘉善支行，出票日
2012年 11月 9日，背书人陈永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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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嘉兴市易正纺织有限公司因遗失汇票一份（票号为
25531014，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出票人嘉善超亿紧固件有限
公司，收款人嘉善昌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付款行嘉兴银行嘉
善支行，出票日 2012 年 12 月 18 日，背书人嘉兴市易正纺织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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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嘉兴市易正纺织有限公司因遗失汇票一份（票号为

25531020，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出票人嘉善超亿紧固件有限
公司，收款人嘉善昌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付款行嘉兴银行嘉
善支行，出票日 2012 年 12 月 18 日，背书人嘉兴市易正纺织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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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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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期以来， 相继出现的刑事冤
假错案给人民法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 如不妥为应对， 将严重制约刑事审
判工作的发展， 已经到了必须下决心的
时候。 错案一经发现， 惟有依法及时纠
正、 匡扶正义， 方能让民众对国家法治
树立起信心 。 同时 ， 相比较错案的纠
正 ， 我们必须要更加重视 “防患于未
然”， 要做 “事前诸葛亮”， 使潜在的可
能发生的冤假错案无法形成。 坚决守住
防范冤假错案的底线， 不仅是我们刑事
审判部门和法官应尽的职责， 也是由于
司法审判的最终判断性质所决定的。

审判是诉讼的最后一个环节， 也是
实现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 刑事审
判生杀予夺， 事关公民的名誉、 财产、
自由乃至生命， 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
定， 坚持依法公正审判， 防止发生冤假
错案， 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底线。 习近平
总书记指示我们要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周强院长要求各级法院紧紧围绕这个目

标， 发扬优良传统， 勇于改革创新， 牢
牢坚持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 各级人民
法院和广大刑事法官有责任认真落实中

央的要求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 依法
公正审理每一个刑事案件， 及时准确查
明事实， 正确应用法律， 依法惩罚犯罪
和保障人权， 确保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
事实、 法律和时间的检验。 如果办了冤
假错案， 公平正义就荡然无存， 司法的
公正和权威也必将丧失殆尽。 因此， 防
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是我们守护司法公平

正义底线的末端， 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
的措施将冤假错案堵在司法审判的大门

之外， 给党、 给人民、 给宪法和法律一
个交代。

古今中外 ， 冤假错案都难完全根
除。 冤假错案的发生原因很多， 故意陷
人入罪者有之， 认识错误者有之， 能力
不强者有之， 技术落后者有之。 在当今
中国政治清明、 能力增强、 技术进步的
社会条件下， 因上述原因导致的冤假错
案概率越来越小。 纵观已发现和披露的
案件， 冤假错案的形成主要与司法作风
不正、 工作马虎、 责任心不强以及追求
不正确的政绩观包括破案率、 批捕率、
起诉率、 定罪率等有很大关系。

现实的情况是， 受诉法院面临一些
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存在合理怀疑、
内心不确信的案件， 特别是对存在非法
证据的案件， 法院在放与不放、 判与不
判、 轻判与重判的问题上往往面临巨大
的压力。 应当说， 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
案件， 包括河南赵作海杀人案、 浙江张
氏叔侄强奸案， 审判法院在当时是立了
功的， 至少可以说是功大于过的， 否则
人头早已落地了。 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干
预和压力， 法院对这类案件能够坚持作
出留有余地的判决， 已属不易。 同时我
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法院虽在防止
错杀上是有功的， 但客观而言在错判上
又是有过的 ， 毕竟这种留有余地的判
决， 不仅严重违背罪刑法定、 程序公正

原则， 而且经不起事实与法律的检验，
最终将会使法院陷入十分被动的地位。
冤假错案一旦坐实， 法院几乎面临千夫
所指， 此时任何的解释和说明都是苍白
无力、 无济于事的。

对如何防范冤假错案， 我有以下几
点思考：

第一， 充分认识冤假错案的严重危
害性。 冤假错案的影响绝不限于个案，
其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所产生的危害不

容低估。 一是对当事人的伤害。 一个冤
假错案就会毁掉一个家庭、 毁掉一个人
的一生， 是任何赔偿、 补偿都无法弥补
的 。 二是对司法形象与司法权威的伤
害。 法院的司法公正最终是要靠案件质
量说话的， 出了一个冤假错案 ， 多少
年 、 多少人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 ， 多
少成绩和贡献也都将化为乌有 。 三是
对社会公众对法律和法治信仰的伤害。
虽然古今中外都难以完全避免冤假错

案 ， 但中国公众的普遍认知是司法应
当绝对正确 、 公正无偏 。 因此 ， 冤假
错案一旦发生 ， 就会极大地动摇公众
的法治信念。 四是对办案法官的伤害。
法官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是极为罕见的，
在我国现实情况下， 冤假错案往往是奉
命行事、 放弃原则或者是工作马虎失职
的结果 。 在西方 ， 法官与公正是同义
词， 我们也认为法官是公正的化身， 是
公平正义的守护者， 而如果守护者变成
了加害者， 其职业耻辱感是一辈子都洗
刷不掉的。

第二， 充分认识冤假错案发生的现
实可能性。 排除 “文革” 期间那种人为
制造冤假错案的情况， 由于人的认识的
局限性、 技术发展水平的相对性、 程序
制度的疏漏性以及其他许多可知或不可

知的因素， 冤假错案的发生仍然存在极
大的可能性， 或者说稍有不慎就有可能
发生。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这个
万一， 既可能发生在此时， 也可能发生
在彼时， 既可能发生在此地， 也可能发
生在彼地。 特别是在目前有罪推定思想
尚未完全根除、 无罪推定思想尚未真正
树立的情况下， 冤假错案发生的概率甚
至可以说还比较大。 对此， 我们必须保
持清醒的认识， 同时在思想上要进一步
强化防范冤假错案的意识， 要像防范洪
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 ， 宁可错
放 ， 也不可错判 。 错放一个真正的罪
犯 ， 天塌不下来 ， 错判一个无辜的公
民， 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 天就塌下来
了。

第三， 充分依靠法律程序制度防范
冤假错案 。 从现在已发现的冤假错案

看， 多少都存在突破制度规定， 或者公然
违背法定程序的地方。 我曾经在多个场合
都讲过程序公正优先的问题， 为什么要反
复讲呢？ 强调程序公正优先， 不是说程序
公正比实体公正更重要， 而是说要高度重
视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 从一个案件的处
理过程看， 客观上程序公正是先于实体公
正而存在的， 更为重要的是， 程序公正作
为一种 “看得见的正义”， 对于人格尊严
的保障、 诉讼的公开、 透明、 民主以及裁
判的终局性和可接受性等方面， 都具有更
深层次的意义。 而且从根本上讲， 程序公
正是实体公正的有效保障。 完备的程序制
度， 能在最大程度上为防范冤假错案提供
制度保障。 比如说， 指控的证据不足以证
明有罪， 就应当依法宣告无罪； 查明认定
存在非法证据， 就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在
适用死刑上不能存在任何的合理怀疑， 在
定罪和量刑的事实、 证据上凡存在合理怀
疑者， 坚决不适用死刑。 现在制度规定应
当说比较完善了， 关键看我们敢不敢于拿
起法律制度武器， 敢不敢于坚持原则。 这
不仅仅是个法律职业素养问题， 也是一个
政治品质问题。 同时要看到， 法律制度才
是我们法院和法官真正的护身符 、 保护
神。 如果我们放弃原则， 冤假错案一旦铸
成， 没有谁能够救得了我们。

第四， 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防范冤假
错案上的重要作用。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
定， 辩护律师的基本职责就是根据事实和
法律， 提出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无罪、 罪
轻或者减轻、 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
见， 维护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和其他合法权益。 这一制度设计， 就在于
与控诉方形成一种诉讼对抗关系， 防止对
犯罪的指控成为一种潜在的犯罪认定。 我
国法律对公诉机关虽然也作出了要重视无

罪、 罪轻证据的规定， 但公诉机关的追诉
性质， 在本能上肯定是更为关注有罪、 罪
重的事实和证据，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
此， 现代的诉讼构造， 为防止一边倒， 通
过立法安排了刑事辩护这样一种对抗力

量， 从而形成了诉辩对抗、 法官居中裁判
的诉讼格局。 从防范冤假错案角度而言，
推而广之， 从确保所有刑事案件审判的公
正性、 合理性、 裁判可接受性而言， 辩护
律师都是法庭最可信赖和应当依靠的力

量。 现在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 律
师不与公诉人对抗， 反而同主持庭审的法
官进行对抗， 甚至演变成了 “对手”， 律
师要 “死磕” 法官， 社会上有人说现在的
律师与法官关系是 “像雾像雨又像风 ”，
深层原因在哪里？ 要进行深入分析。 个别
律师不遵守规则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 但
法官是否也存在小题大做、 反应过度的问

题？ 思想深处有无轻视刑事辩护、 不尊重
律师依法履职的问题？ 工作关系上有无存
在重视法检配合而忽视发挥律师作用的问

题？ 法官是否恪守了司法中立的原则和公
正的立场？ 对此， 我们必须认真进行深刻
反思。 要充分认识到， 律师是法律职业共
同体的重要一员， 是人民法院的同盟军，
是实现公正审判、 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无
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 对个别律师违规发
难、 无理 “闹庭” 的问题， 可采取一事一
议、 就事论事方式 ， 及时向有关主管部
门， 也就是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进行
通报， 请他们配合做好工作， 不要将这种
情况轻易扩大为对整个律师群体的偏见，
要充分相信绝大多数律师是具备良好职业

素养的， 是理性、 客观、 公正、 中肯的，
是人民法院可以依靠而且应当依靠的重要

力量。
第五， 充分借用科技的力量防范冤假

错案。 我们已经进入 21 世纪， 科技发展
进步日新月异， 光学技术、 生物技术、 电
子技术、 纳米技术、 基因技术已得到普遍
应用。 众所周知， 科技的应用， 最快的是
两个领域： 军事行动和打击犯罪。 关键是
我们敢不敢用、 会不会用。 无论是传统科
技还是现代科技， 本身都有一个科学使用
的问题， 既要敢于使用， 又要善于使用，
既要作为重要的认识手段， 又不能盲信盲
从。 比如 DNA 鉴定， 上世纪 90 年代初，
200 个人左右就有一个人的 DNA 可能吻
合， 而现在的吻合度已达到 4 万亿分之
一， 说明科技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进步
的 。 在美国 1989 年 “中央公园慢跑者 ”
案件中， 一位女银行家在慢跑通过曼哈顿
中央公园时被殴打和强奸， 警方将嫌疑人
锁定为 5 名 14 至 16 岁的少年， 在漫长讯
问后嫌疑人陆续认罪且进行了录像， 尽管
他们后来坚称是遭到刑讯后被迫录下的，
但由于这些 “强有力 ” 证据认定罪名成
立， 分别判处 5 至 15 年监禁， 2002 年案
件真凶出现和新出现的 DNA 鉴定结论均
表明当时的有罪认定是错误的。 在日本菅
家利和强奸杀人案中， 菅家利和 1992 年
被判终身监禁， 2009 年无罪释放， 判有
罪和判无罪的主要证据之一都是 DNA 鉴
定结论， 正所谓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尽
管科技手段有其不足但其在提升办案质量

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 我们决不可因噎废
食， 只能适应时代要求使用好科技的力
量。 因此， 为充分运用科技力量防范冤假
错案， 必须加快提高技术装备水平， 特别
是要加大对老少边穷、 基层技术装备落后
地区公安司法机关的支持力度， 全面提升
基层科技运用能力。

第六， 充分争取社会各界支持共同防

范冤假错案。 加强群众监督， 是防范冤假
错案的有效举措 。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的”。 要坚持司法的群众路线， 积极争取
广大群众的支持， 合理借助群众的力量、
智慧， 可以有效弥补专业法官认识的局限
和能力的不足。 长期以来， “杀人偿命”
的观念对司法实践的影响甚广， 一个命案
发生了， 方方面面都很关注， 特别是被害
方， 要求尽快破案、 严惩罪犯的呼声往往
很强烈， 也很容易得到社会群众的同情与
支持。 设身处地地讲， 这种心情是可以理
解的。 但法院审判的必须是真正的罪犯，
而认定犯罪靠的是事实和证据， 因此有一
个正确的心态极为重要。 一是不要过于苛
求 “命案必破”。 我们强调发挥主观能动
性积极侦办案件初衷是好的， 老百姓期盼
获得安宁祥和的愿望也是好的 ， 但强调
“命案必破” 必然会给公安司法机关办案
增添无形的压力， 甚至会形成外在的干预
因素， 进而可能影响到办案质量。 在实践
中， 受制于认识手段和能力水平等因素，
少数案件破不了、 抓不到、 诉不了、 判不
了的情形是客观存在的， 这个时候正确的
做法只能是该撤案的撤案、 该不起诉的不
起诉、 该判无罪的判无罪， 绝不可做 “拔
到筐里都是菜” 的事。 二是避免冤假错案
是要有代价的。 从认识规律的角度上看，
百分之百杜绝冤假错案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般以为， 西方国家有较为完备的司法制
度， 可能不会有冤假错案， 而事实与人们
的想象正好相反。 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
授主持的研究团队有一个结论： 美国死刑
案件无辜者被错判死刑的比率为 5%。 他
们的研究数据来源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

詹姆斯教授主持的全美死刑适用研究报

告。 这项研究由美国联邦司法部委托詹姆
斯教授组织开展， 是美国对死刑进行的最
完整的一次统计研究。 前面讲到美国和日
本的两个错案， 还有去年 6 月 12 日宣告
无罪的澳大利亚琳蒂谋杀案 （即著名的
“暗夜哭声案”）， 琳蒂于 1981 年被控犯谋
杀罪并被判处终身监禁， 历经 31 年才被
平反昭雪。 这些案件， 在当时都认为没有
问题，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或者是真凶归
案， 或者是科技进步， 冤假错案才得以纠
正。 可以看到， 错案不只是中国才有， 古
今中外都有发生， 最重要的还是要研究如
何能够有效预防 、 一旦发现能够及时纠
正 。 我们的观念中常有 “不冤枉一个好
人， 不放过一个坏人” 的认识， 但要有效
防范冤假错案， 做到 “不冤枉一个好人”，
让无辜者获得保护 ， 那就有可能会 “放
过” 一些坏人， 这种制度风险是客观存在
的， 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各方面都要有心理
准备， 这也是维护刑事司法公正、 防范冤

假错案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三是及时把真
相告诉老百姓。 消除疑虑最好的办法就是
公开。 许多案件是否确为错案姑且不论，
但由于长期拖延， 真相迟迟不公布， 让法
院极为被动， 最终结果无论如何都难以赢
得信任。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 刑
事审判要适应时代要求， 注重司法全过程
的公开， 只要不涉及国家秘密 、 审判秘
密、 个人隐私以及重大商业秘密， 就应当
及时主动公布真相， 让人民群众用心中的
那杆秤去衡量和评判。 要在坚持依法独立
公正审判的基础上， 广泛听取各界意见和
建议， 积极争取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以及
新闻媒体的理解支持， 充分重视专家学者
的积极作用， 一些重大、 疑难、 争议较大
案件的审判， 可以考虑组织人大代表、 政
协委员、 律师代表、 媒体代表、 基层群众
代表组成观审团旁听观审， 并以适当方式
听取他们对案件处理的意见； 可以组织专
家学者进行研究论证、 提供咨询意见。 总
之， 我们要积极主动与社会各界携起手
来， 共同为守住公正司法底线创造宽松、
理性的环境。

第七， 充分依靠党的领导切实做好防
范冤假错案的工作。 我们的司法工作， 是
党领导下的人民司法工作， 党的领导是做
好司法审判工作重要的政治保障。 做好司
法审判工作包括防范冤假错案， 靠法院一
家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 最为重要的是在
党的坚强领导下， 会同公安、 检察等专门
机关， 贯彻落实好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的原则， 共同履行法律职责， 共
同守住法律底线， 共同防范冤假错案。 做
好基础工作对防范冤假错案十分重要， 这
就是侦查工作，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 大
厦决不可建在沙滩之上。 对公检法三机关
而言， 加强配合是必要的， 这有利于形成
工作合力、 发挥制度优势提高刑事诉讼的
整体质量和水平， 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加强
互相制约， 任何形式的联合办案都有可能
埋下冤假错案的祸根， 必须要坚决摒弃，
任何程度的迁就 、 照顾都有可能酿成大
错 ， 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 必须坚决杜
绝。 既然当了法官， 我们就要有一点这样
的铁面无私的思想境界。 历史终将证明，
我们这样做， 是有利于捍卫党的事业， 保
护人民利益， 维护司法权威， 促进社会发
展进步的。 总之， 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
与其他专门机关独立负责、 协调一致地开
展工作， 搞好防范冤假错案的 “全流域治
理”， 各自发挥好在防范冤假错案这个系
统工程中的作用。 公安、 检察机关在前些
年卓有成效工作的基础上， 强调认真贯彻
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这必将进一步
提高侦查、 起诉的质量和水平， 进而为真
正防住冤假错案提供重要基础。 刑事审判
作为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 必须坚决守住
防范冤假错案的底线， 用依法独立公正的
审判把好最后一道关 ， 切实维护司法公
正。

（本文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
长， 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 博士生导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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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要以审判为标杆”

在诸暨法院法治导航下， “调解不
是和稀泥” 逐步走进各调委会的工作理
念。 “调解要以法院审判为标杆， 调解
也是法治标准的捍卫者， 不能为了一时
摆平事情 、 搞定问题而破坏了标准 。”
医疗纠纷调委会主任斯友全说， 他自己
是医学出身， 为了提高依法调解质量，
还下功夫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

在楼某与诸暨一医院的医患纠纷处

理中， 楼某情绪激动， 咬定 40 万赔偿，
医院为 “摆平” 此事， 超标准答应给予
37 万， 到调委会签署调解协议时， 斯
友全认为 “非法治” 不给签， 先后又对
双方做了 10 多次工作， 也让楼某自己
去法院打听伤残赔偿标准， “看看我建

议的数额是否合法”。 最终， 双方签订 27
万的赔偿协议。

“要是为了一个案子坏了标准， 对以
后就没有示范作用了。” 斯友全说， 在调
解中， 他也常让当事人自己找认识法官的
亲友去打听打听， “法院是否这个标准，
法律是否这个规定”， 往往他们一打听 ，
心里有数后调解就容易了。 从 2008 年底，
医调会成立至今， 年均处理 200 起医疗纠
纷， 98%的医疗纠纷化解在诉外。

“视频指导调解很有现场感， 面对面
请来法律专家 ， 增强了人民调解的权威
性， 有时我们说话当事人不听， 而法院更
有公信力 。 并且 ， 视频指导也提高了效
率， 有时我们遇到问题向定向联系的法官
咨询， 法官可能在开庭， 接电话不方便，
就不能及时提供法律指导。” 斯友全对视
频指导很有信心， 深感法院是人民调解的
法律靠山， 对规范人民调解有重要意义。

法治导航“枫桥经验”推陈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