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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方式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核心价值观是一国国民、全社会
的价值共识和最大公约数。一个民族
和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不断充实沉
淀积累的，随着历史的延伸还可以不
断完善。 对于我国而言，现在到了一
个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阶段。进入 21 世纪，我国社会
转型空前加快， 价值内涵更加深刻、
价值选择更为多样，党中央总结新的
形势，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仅是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
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的价值目

标、价值取向、价值准则，更是党领导
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坚持走社会主
义道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国
家格言和时代精神，具有深刻的思想
特质与战略意义。

用法律推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
建设， 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建设之间的关
系。价值是法治的灵魂，法治是价值的
保障。法治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价值、
维护公民和法人权益、 调整社会经济
文化关系、 惩罚违法犯罪行为等多个
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相对于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建设这一伟大目标而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以宪法为核心
的法律体系具有内在统一性， 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法治建设的发展目
标、理想愿景、道德准则和价值引领，
融入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法治国家建设的核心使命。

要善于用法律推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建设。注重在日常管理中体
现价值导向，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行为得到鼓励、违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对照中

央的要求， 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现
行法律、政策对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建设还存在“保障不力、支持不
足”的问题，引导性、激励性、约束性
不够，在一些重要领域和环节明显滞
后；对一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
难点问题，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政策
保障措施。

显而易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能够脱离人们的意识形态， 需要法
治的引导，并通过司法、执法、守法加
以规范。当前和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党
在意识形态工作领域的一个重要抓
手， 就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
神， 用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增强国家意识、
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倡导科学精
神，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注重通过
法律和政策向社会传导正确价值取
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
设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 而是需要作
为社会共同观念确立起来， 其关键就
是要积极培育、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
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过程。

坚持问题导向， 抓好文明
法治、公平法治、诚信法治建设

从法治建设的情况来看， 目前在
有的地方还存在着与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结合不紧、相互脱节甚至“两
张皮”的现象。 发挥法律、政策强有力
的引导、激励和约束作用，激浊扬清、
惩恶扬善， 逐步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法律保障体系、 政策支持
体系， 有利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真正落实到法治建设的各个方面，防
止面面俱到、一哄而上的不良倾向。当

前，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战略部署，
最重要的是要抓住关键环节， 把着力
点切实放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
难点问题上， 结合我国经济与社会发
展的实际情况，分清虚实、抓住重点、
分步落实，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社会生
活的重大需求。坚持问题导向，重点抓
好文明法治、公平法治、诚信法治三大
建设。 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 以强化行为规范为重点，
着力加强文明法治建设。加快关于公
共场所行为规范的立法，加大对不文
明行为的惩戒力度。制定未成年人网
络保护法，加大在网络空间对未成年
人的保护力度。在总结地方性法规实
践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对见义勇为保
护和奖励的国家层级立法，大力提倡
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推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进一步加强家
庭立法，保护家庭伦理，培育良好家
风，等等。

第二， 以优化公共服务为重点，
着力加强公平法治建设。加快基本公
共服务立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切实保障教育、文化、就业、医疗、
住房、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平，守住
公平底线。 在文化艺术领域，要建立
健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
向、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有利于激发
文化创造活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
益的文化法律制度。制定公共文化服
务保障法，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
准化、均等化。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
把行之有效的文化经济政策法定化，
健全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
统一的制度规范。

第三， 以统一信用制度为重点，
着力加强诚信法治建设。针对信用缺
失影响经济社会秩序的问题，要以公
民、组织信用代码为基础，加快完善
统一的信用制度，建立覆盖全国的信
用记录体系。把具有失信行为和其他
违反社会公德的典型行为的公民、组
织纳入黑名单，强化信用制度的引导
性、激励性和约束性，加快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步伐。应着重用法治方式把
统一的信用制度体现出来，而不是单
靠个人的意志力去评判。加快信用制
度体系建设，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征

信平台，准确、及时地记录经济社会
活动中的信用情况。 加强政策引导，
用制度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落实。

遵循法治规律， 将核心价
值观融入法治建设

从法治规律看，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既要体现在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各个环节当中，推动
构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
律实施体系、 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又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和

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主要
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弘扬宪法权威、加强宪法
宣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的
基本前提。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
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
根本法。 细加考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所提倡的大多数概念范畴、理念
精神都已在宪法文本上体现出来。宪
法序言中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
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此
外像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
业、诚信概念也都有宪法宣示，而和
谐、友善更是落实宪法的题中应有之
义。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实
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 和宣誓誓
词，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根本精神。 因此，宣传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前提就是
宣传宪法、落实宪法，使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宣传贯彻同国家宪法的
贯彻落实相一致。

第二，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
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作为制定、修改、废除法律
法规规章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入法的主要途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的具体途径有
三个层次：一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统摄各项立法，统摄科学民主立法
以及提高立法质量全过程，完善法律
体系，并以此对照检查现行立法融入
和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际
状况。 二是采取逻辑推理的方式，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融入到
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规范 （条文）当

中。三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
行政执法、司法、守法等法治环节的
引领指导，通过法律解释、法律论证、
法律推理等方法和途径彰显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第三，党和政府率先垂范，坚持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入法的关键环节。党在依法执
政、政府在依法行政的过程中，也应
该遵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率先垂
范，遵守法律，在法律框架内，依据法
律授权行事。 要坚持公权力“法无授
权不可为”、 私权利 “法无禁止即可
为”的法治思维。

第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司法制度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的重要保
障。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 司法公正
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
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
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
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第五，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
为全社会的共同道德追求，让守法成
为全民的真诚信仰，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入法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
实际、融入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
知、领悟、接受，达到潜移默化、润物
无声的效果。法治既是一种理性的办
事原则，体现为普通民众知法懂法用
法护法； 更是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
体现为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精
神深入人心。 因此，首先要从思想上
树立法律信仰。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
法治氛围，将守法作为现代公民意识
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塑造和培育，让
守法成为全民的自觉意识和真诚信
仰。 其次，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价值导向功能，凝聚法治化的共同
意志和强大思想基础，扶正祛邪。 再
次，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
会规范整合功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指导，完善社会规范与制度规
约体系，并在日常生活中彰显主流价
值，增强法规制度执行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
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
究院社会转型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朋友圈微商经营
之刑事法律风险
□桂 林

移动互联时代，社会化媒体已成为经营主
体进行营销的重要渠道。微信营销模式正是经
营主体运用社会化媒体进行营销的新手段，同
时也是目前经营主体最为青睐的一种营销模
式。据易观国际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大约
有 1000 万人参与到微商营销中， 微商行业每
年创造的经济效益已达几百亿元。然而，在微
商这种新兴营销模式给客户带来便利性的同
时， 其所面临的法律风险问题也日益显露出
来。 笔者通过研究朋友圈微商营销模式发现，
其非法经营行为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刑事法律
风险：

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微商作为一
种新型电商，较之于传统电商经营存在诸多监
管漏洞，对于销售产品的来源与质量缺乏审查
保障机制，给了不法商家可乘之机。在朋友圈
微商销售的产品中，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
冒充合格产品的情况经常存在。 根据刑法第
140 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
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
充合格产品， 销售金额满 5 万元以上不满 20
万元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本罪是典
型的数额犯， 要求销售金额达 5 万元以上，多
次销售未经处理的，数额累计计算。所以，微商
经营者销售伪劣产品累计数额达 5 万元以上，
就涉嫌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涉嫌诈骗罪。由于微商主要通过社交媒体
进行营销，具有很大的隐秘性。有的微商经营
者与客户谈好生意，待客户付款后，便将客户
“拉黑”， 导致客户再也联系不上微商经营者。
对于这种“只收钱、不发货”的微商经营者，根
据刑法第 266 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
大的，就会涉嫌构成诈骗犯罪。

涉嫌虚假广告罪。 微商经营者如果为推销
商品， 对产品进行虚假宣传、伪造交易记录，欺
骗消费者， 情节严重的， 根据刑法第 222条规
定，将涉嫌构成虚假广告罪，可能被处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涉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微商经营者如果
明知是侵权复制产品而予以销售的，就涉嫌销
售侵权复制品犯罪。 根据刑法第 218 条规定，
以营利为目的，销售明知是本法第 217 条规定
的侵权复制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构成销
售侵权复制品罪。刑法第 217 条规定的情形包
括：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
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
他作品的； 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
的；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
作的录音录像的；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
美术作品的。

涉嫌非法经营罪。微商经营者如果未经国
家许可，经营销售国家特许经营产品，就涉嫌
构成非法经营罪。 根据刑法第 225 条规定，违
反国家规定，从事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
营行为的，构成非法经营罪。

当然，对于移动互联网时代“低门槛、轻成
本、微创业”的新型商业模式，既要正视其可能
存在的问题、面临的风险，也应看到其给消费者
带来的便捷，采取相应措施，促使其健康发展：

其一，完善法律法规，坚决惩处不法经营
者的违法犯罪行为。法律的缺位、执法的不力，
违法成本过低，是不少微商经营者敢于以身试
法的重要原因。因此，应加强针对新型领域细
化立法， 明确微信平台对微商运行的监管职
责，强化对微商运营审查、监督机制。

其二，强化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与法治思维
方式。有些微商消费者面临侵权时，由于缺乏
应有的维权意识，认为损失数额不大，嫌麻烦，
不了了之， 无形中纵容了不法微商经营者。有
的消费者即使想要维权， 但苦于证据意识不
强， 在微信聊天交易时没有保存好相关证据，
导致维权困难。因此，应当加强宣传、释法，强
化消费者自身的法律意识与证据意识， 支持、
鼓励消费者维权。

（作者单位：安徽省宿松县人民检察院）

张永德、王金琴、张荦：本院受理王洪飞、闫素华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后 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

梁卫华：本院受理陈雪梅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苏 0925民初 6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颜单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刘美霞：本院受理夏树勇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苏 0925民初 4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颜单法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陈爱兵：本院受理郝云海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
达。 举证期限与提出答辩状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30日，
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在本院龙冈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崔建明、李玉娟、崔岩、周江、高宇航：本院受理刘广东
申请执行（2015）香民初字第 15号民事判决书一案，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冀 1024执 49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执行诚信风险告知书及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张国祥、仓红巧、张玲：本院受理徐建村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于拥军、赵翠苹：本院受理顾培国诉你们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魏素琴、钱永胜：本院受理邢东方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限你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2016）豫 1422
民初 2680号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商丘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当阳远大工程有限公司、武乃兵、周慧群：本院受理当阳市
财政局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鄂 0582 民初 101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
力。 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法院

刘杰：本院受理王合苗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
送达（2017）皖 0422 民初 23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寿春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淮南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胡保江：本院受理邵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2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平台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决。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杨倩： 本院受理原告金世全诉你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
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2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平台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裁决。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胡保江、魏正莲：本院受理郑中山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合
议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20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16：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平台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裁决。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石娜、施余海：本院受理李德亚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合
议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20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日 9：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平台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裁决。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韩自银：本院受理刘祝举诉你、淮安市淮翔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苏
0826民初 755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夏成龙：本院受理李井贵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 2017 年 8 月 31 日 10 时在本院 10 号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李海芹：本院受理邵永刚与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定于 2017 年 8 月 31 日 9：30 在本院 10 号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陈雪成：本院受理陈大雷与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 定于 2017 年 8 月 31 日 9 时在本院 10 号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许昌远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俊涛：本院受
理申请人刘云丽与被申请人许昌远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
现担保物权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 （2017）豫
1024民特 6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张效正、鄢陵县大丰棉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鄢陵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 1024 民初 2250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许昌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卜云清、河南久久铜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鄢陵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 1024 民初 2306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王松茂、河南久久铜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鄢陵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 1024 民初 230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金国喜、刘会锋：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鄢
陵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豫 1024 民初 216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
律效力。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李红军、苗志花：本院受理贾保民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 1024 民初 2026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许昌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赵红军：本院受理商书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玉山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
郑向锋：本院受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诉讼风险告知书、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一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卢明清：本院受理郭新荣与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人员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何伟、刘影：我院在办理申请执行人宋河林申请执行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豫 1402 执 1104 号
案件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风险告知书、执行决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3 日内履行义务，逾期
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王建美：本院受理韩俊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
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10 时在本院只乐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赵军伟、安亭山：本院受理杨付铭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10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灵井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决。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陆冰洋：本院受理王洪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2017）
豫 1003 民初 1305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 1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灵井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裁决。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许昌市建安区灵井镇刘庄村村民委员会、许昌市建安区灵
井镇刘庄村第 3 村民组：本院受理员兰芳、孟妙妍诉你侵犯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 1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灵井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裁决。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路平：本院受理李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 0481 民初 14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贺进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武安市人民法院
河北广奥玻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李志强、吴俊书：本院受

理申晓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冀 0481 民初 16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贺进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邯郸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武安市人民法院

杨丽梅、宋桂生：本院受理杨超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冀 0481 民初 144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贺进法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
律效力。 河北省武安市人民法院

李国超： 本院受理申波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 0481 民初 20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贺进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武安市人民法院
王俊鹏：本院受理付影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主要权
利和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开庭传票
及合议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及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和 30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1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平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杨振雨:本院受理王玉芬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滩镇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法院

马云：本院受理梁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
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板桥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裁判。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马美芳申请宣告韩巧丽失踪一案，经查：韩巧丽，

女，1981 年11 月21 日出生，原住址鄢陵县马坊乡周陈乔村。身
份证号：411024198111218542。于 2009 年 4 月份离家，至今没
有音信，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
月。 希韩巧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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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东升申请宣告张焕萍失踪一案，经查：张焕萍，
女，1985 年 12 月 3 日出生，原住址鄢陵县彭店乡吴家村。身份
证号：412721198512033426。于2013 年11 月份离家，至今没有
音信，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
月。 希张焕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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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冯留建、李敏：本院受理河南省中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
你们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定于2017 年8 月23 日9
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
樊灿、尚颖颖：本院受理张水民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张水民要求你们偿还借款 6 万元及利息， 并承担诉讼费用。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 日内， 定于2017 年8 月23 日9：30 在本院第十二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

俞启斌、胡剑、武汉天羽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永聚丰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斑竹服饰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和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 日（节假日顺延）9 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审判。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张庆辉：本院受理杨丽婷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10 点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法院
融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小春与融天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王小春申请执行（2016）鄂
1221 民初 942 号民事判决书，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鄂
1221 执322 号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
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北省嘉鱼县人民法院
孙斌琦：本院受理孙宏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庞村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白水龙申请宣告于玉娟失踪一案，经查：于玉娟，女，

1981 年7 月9 日生，汉族，住河南省襄城县范湖乡大白村二组，身份
证号码：411023198107096087。于2006 年7 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希于玉娟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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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
梁朝敏：本院受理谢春生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皖0123 民初383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后六十日
内前来桃花法庭领取，否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余忠林、张宗翠、刘世忠：本院受理张莉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皖0123 民初366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后六十日内前来桃花法庭领取，否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殷晶晶：本院受理赵坤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30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桃花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黄勇、李明翠、周先根：本院受理余学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30（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桃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
葛占辉、葛成浩、李素言：本院受理王佳乐诉你们生命权、健康

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举证
通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逾期依法审判。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
吴峰：本院受理丁禄勤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提出要求你给

付货款25000 元并承担诉讼费。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天津华冶津城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献县华军建材
租赁站诉你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裁判。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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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趋同性证券交易行为须结合“谋利意图”

证券交易成交额是衡量利用未
公开信息交易行为罪与非罪、情节严
重与特别严重的重要标准，其计算方
式向来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利用未
公开信息交易犯罪的一个典型行为
表现是，其行为与金融机构的交易行
为存在趋同性。趋同交易的形式主要
有三种情况，即对同一只股票，行为
人买入趋同，但卖出不趋同；行为人
买入不趋同，但卖出趋同；行为人买
入、卖出均趋同。对此，应如何计算证
券交易成交额存在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计算交易成交
额时对这三种情况不作区分，买入成
交额与卖出成交额均计算在内。第二
种观点认为，计算交易成交额时对这
三种情况不作区分，均只计算买入成
交额。这种计算标准意在成交额计算
标准尚不明确的情况下选择有利被
告人的计算方式。 第三种观点认为，
按趋同交易实际发生额计算，即买入

趋同，卖出不趋同，计算买入成交额；
买入不趋同，卖出趋同，计算卖出成
交额；买入、卖出均趋同，买入、卖出
成交额均予以计算。此观点意在说明
趋同交易表征犯罪行为，有多少次趋
同交易行为就应该计算多少次趋同

交易成交额。第四种观点认为，单边
趋同的按实际趋同交易额认定，双边
趋同的认定交易额较大的一边，即买
入趋同，卖出不趋同，计算买入成交
额；买入不趋同，卖出趋同，计算卖出
成交额 ；买入 、卖出均趋同 ，计算买
入、卖出成交额中大的一边。

笔者原则上赞同第四种观点，但
仍需对具体情况进行区别分析 ，其
中，应准确把握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
罪中保护客体和谋利意图的引导作
用和解释价值，同时应严格遵循禁止
重复评价原则。

第一，在司法实践中，最需要辨
析的是第三种观点与第四种观点的
区别，即在双边都趋同的情况下应该
是累计计算买入和卖出的成交额，还
是仅计算买入、卖出成交额中金额较
大的一边。第三种观点认为，对同一
只股票趋同买入或趋同卖出一次均
是一次趋同交易的犯罪行为，应该累

计计算。第四种观点认为，对同一只
股票趋同买入与趋同卖出是一次完
整的趋同交易，仅需要对相同股量的
相同股票作一次评价即可，而不能累
计计算。上述观点的分歧，事实上涉
及如何认定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

的行为数量、如何理解和运用禁止重
复评价原则等问题。

第二，判断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
罪中的行为数量， 关键在于把握本
罪的保护客体和谋利意图。 所谓保
护客体， 是指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
罪意欲保护的社会关系。 本罪所包
含的行为之所以纳入刑法规制的范
围， 是因为其严重破坏了公开、 公
正、 公平的证券市场原则， 严重损
害客户或处于信息弱势的散户利益，
严重损害金融行业信誉 。 换言之 ，
是否实际获利并不是本罪核心的构
罪要素， 只要行为人存在谋利意图，
其交易行为和金融机构的交易行为
存在趋同性， 就可反映出该行为的
社会危害性。 因此， 在一般情况下，
趋同买入的行为或者趋同卖出行为
自身具有独立的定罪必要， 两者并
非一定同时存在 。 所谓谋利意图 ，
是指行为人意图利用未公开的信息

获取利益或者避免损失。 将意图谋
利认定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
构成要件， 有助于固定该罪的行为
类型。 在一般情况下， 行为人之所
以趋同买入证券， 是认为金融机构
的交易行为能够拉升股价， 从中可
以谋取非法利益。 然而， 单纯趋同
买入行为无法使行为人实际获取利
益， 故在趋同买入行为之后， 行为
人通常还存在适时卖出的行为。 这
里卖出行为事实上是趋同买入行为
的利益变现， 易言之， 此种情况下
的卖出行为并没有独立的谋利意图，
客观上是否与金融机构在交易品种
和时机上存在趋同并不重要。 除此
以外， 行为人还可能为了避免损失
卖出证券，此时，卖出行为便具有独
立的谋利意图，如果卖出行为与金融
机构的交易行为存在趋同，该行为便
具有独立的定罪意义。

第三，在司法实践中，针对同一
只股票，行为人以期待非法获利而趋
同买入证券，后为利益变现卖出证券
时与金融机构的卖出行为相趋同。此
时如何计算证券交易成交额是司法
实践的难点。在笔者看来，计算上述
实务难题中的成交额需要重点把握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凡是与定罪量刑
有关的一切事实都禁止重复评价，这
是现代刑事法治的基本原理。趋同买
入股票是非法利益的预设，趋同卖出
股票是非法利益的实现，这是利用未
公开信息交易罪的一般行为特点，因
此，针对同一只股票，在同一谋利意
图下实施的趋同买入行为和趋同卖
出行为是一个整体行为。据此，证券
交易成交额直接涉及定罪量刑，在同
一谋利目的下，针对相同股量相同股
票进行买卖不宜将趋同买入的成交
额和趋同卖出的成交额进行累加，如
果趋同买入的成交额大于趋同卖出
的成交额，应将趋同买入的成交额作
为证券交易成交额；如果趋同买入的
成交额小于趋同卖出的成交额，应将
趋同卖出的成交额作为证券交易成
交额。

综上，笔者认为，在计算利用未
公开信息交易罪中证券交易成交额
时，针对同一只股票，行为人买入趋
同但卖出不趋同，或者买入不趋同但
卖出趋同的，应仅计算实际趋同交易
一边的成交额；行为人买入、卖出均
趋同，如果两个行为各自存在独立谋
利意图的，应累计计算成交额；如果
卖出行为仅是买入行为的利益变现，
并无独立谋利意图的，应仅计算成交
额较大的一边。

（作者单位：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分院）

□江奥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