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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法工作会议”释义

现代政治很大程度上是会议政

治! 而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 一些会

议名称上的改变往往具有深意" 虽然

每年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已成惯

例! 但与以往不同 !

!"#$

年的会议

名称改为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在

很多人看来! 会议冠以 &中央$ 的名

义! 意味着这已经不是政法系统内部

的活动! 而是成为与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同样的高规

格会议" 这被公众解读为执政党加强

政法工作的政治信号"

从理论上分析! &中央政法工作

会议$ 的名称! 突出了政法工作的中

央统筹色彩! 根本上更加契合法治的

统一性原理! 也符合司法权属于国家

中央事权的属性 " 不同于联邦制国

家 ! 中国是一个单一制中央集权大

国! 国家体制决定了必须坚持法治统

一性原则! 以型塑政治共同体下的公

共秩序" 自改革开放至今! 法治的发

展已将统一性命题提上政治日程! 由

中央就国家法律制度' 权法关系' 执

政党与司法关系等! 进行统一改革和

统筹安排" 就此而言! 将政法工作会

议冠以 &中央 $ 名义 ! 不仅名正言

顺! 且暗含了法治改革中的系统性和

顶层设计意蕴"

长久以来! 政法委的职权范围集

中体现在司法领域! 而置于国家公共

治理的视角! 当前急需明确司法权属

于中央事权! 由中央统一安排" 正是

由于对司法权认知的偏差! 地方司法

机关被不同程度地嵌入地方权力格

局! 有的基层党政领导把法院' 检察

院看作与其他行政机关一样的工作部

门! 衍生出司法机关参与招商引资'

包村扶贫' 计划生育等怪象" 由中央

政法委召开的政法工作会议! 本质上

乃是围绕司法权的国家属性进行工作

部署" 因此! 会议名称由 &全国$ 回

归 &中央$! 有益于司法权的属性回

归 ! 更有助于统一推进司法体制改

革" 习近平在此次会议上着重强调!

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

组成部分! 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一论断! 极大提升了司法体制改革

的功能和意义! 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人

们对司法体制改革的理解和认识"

此次会议之所以引发舆论极度关

注! 还有着另外一重背景" 自十八大

以来! 法治中国' 法治思维' 司法体

制改革等成为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执政

关键词" 如果说过去的
!%&'

年是执

政思路与方案的形成年 ! 那么进入

!%&$

年! 这些纸面的文字都将进入

关键的实施阶段" 如何推动法治中国

的实质性建设! 恰是此次会议欲向外

界传递的信息" 而作为一项复杂的国

家治理工程! 法治系统的重新安装!

需要找准着力点! 这对中国如此复杂

的大国而言尤为重要" 在全面深化改

革的背景下! 法治领域中的种种积弊

革除! 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现代化! 都不可能靠单一部门行政

化推进"

按照法治规律推动政法工作本身

转型! 成为推进改革的关键" 而此次

会议无论从规格还是内容 ! 都体现

出中央政法工作转型的思路 " 在会

上 ! 习近平首创性地指出 ! 政法工

作的核心价值追求就是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 ! 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

命线 " 这一重要论断 ! 彻底摈弃了

传统的阶级斗争思维! 扭转了以往政

法工作片面强调维稳' 忽视法治价值

的倾向! 从根本上端正了政法工作的

定位" 在这一核心价值追求下! 此次

会议提出的诸多亮点内容! 都反映出

执政党政法工作思路的转变" 例如!

会议提出要正确处理党的政策与国家

法律之间的关系! 处理好维稳与维权

的关系! 都突出了法律在国家治理中

的关键地位 ! 从中不难发觉在执政

党的执政纲目中 ! 法治占据了多么

重要的地位和份额"

依法治国! 奉法者强则国强" 在

改革转承之年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

议! 必然承载着人民的众多期许" 因

为! 我们不仅能够从中感受到中央领

导对政法工作的重视程度! 更能从中

把握未来一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中国

法治的具体走向"

"作者系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副教授#

银行破产制度应重视存款人保护

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日前在 &北

大经济国富论坛$上表示!银监会正酝

酿加快推出银行破产条例" 银行破产

条例呼之欲出! 银行破产问题再次引

起热议"

出台银行破产条例! 意味着国家

不再为银行债务兜底! 存款人在银行

破产时可能得不到全额赔付" 事关切

身利益!人们热议最多的自然是
(%

万

元赔付上限是否合理! 以及如何应对

的问题! 是否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

子里"而从银行破产整体制度而言!保

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金融稳定是制度设

立和运作的首要目标! 有关存款人保

护的措施! 自然不能仅仅涉及或止步

于赔付问题" 存款人在银行破产中的

地位和作用如何! 是涉及存款人保护

的根本性问题!更值得人们关注"

银行凭借吸纳存款运营! 存款人

对于银行的贡献远胜于股东" 银行破

产中保护存款人不仅关涉存款人个

体!更影响到金融稳定和社会安定"正

因为如此!银行破产立法的发展!经历

了从对银行与一般企业不加区分!到

对银行适用特别规定! 再到对存款人

进行特别保护的过程" 我国即将出台

的银行破产条例也不能忽略存款人保

护问题! 特别是在现有规定严重缺失

和现有体制尚未厘清的情形下! 这一

问题更为重要!以下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 银行破产中存款人众多且

分散弱小!无法共同参与破产程序!其

利益应当由谁代表(理论上!银行监管

部门可以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 但现

实中我国银行监管部门既有人民银

行!又有银监会!在存款保险制度确立

后!还会有存款保险机构!谁来代表存

款人申请并参与银行破产! 这个代表

如何确定! 决定着银行破产制度是否

有利于存款人保护%

其次! 除了由金融监管部门代表

公共利益参与银行破产! 存款人个人

在银行破产中享有何种自主权利和救

济途径(在银行清算前接管'托管和清

理时!对问题银行的资产处置!存款人

享有哪些权利和私权救济途径! 什么

机构能够代表分散和弱小的存款人行

使私权救济
)

至今欠缺规定%在进入银

行破产阶段 !

!%%*

年企业破产法第

#'$

条第
#

款规定! 国务院金融监管

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金融机构重

整或破产清算的申请% 但存款人是否

享有申请银行破产和重整的权利!并

不明确%在破产程序中!存款人个人或

团体在破产管理人选择' 破产重整与

和解中是否应当以及如何发挥作用!

这些问题也需要予以考虑%

最后!存款赔付不仅是数额问题!

还涉及到何种清算原因方能得以赔付

的问题%

#++,

年人民银行)防范和处置

金融风险暂行办法 *'

!%%#

年国务院

)金融机构撤销条例*'

!%%'

年商业银

行法和
!%%(

年人民银行等四部委发布

的)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

收购意见* 等有关存款人的保护措施!

主要是优先偿付个人储蓄存款!但仅限

于司法退出和行政强制关闭情形!对于

诸如自愿解散方式下是否能优先偿付

个人存款!并没有相应规定%拟出台的

银行破产条例对此问题应予涉及%

银行破产条例能否充分体现保护

存款人的价值取向!最为关键的!或许

是条例的起草者能否真正代表广大存

款人利益%

"作者系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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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匪夷所思的现场%&被害人' 余蓓蓓却不知所

踪(是情杀)劫财)或是一场猎艳游戏)古玩商和拍卖师

先后进入女刑警霍妍的侦查视野( 两个盗掘走私文物

团伙之间的拼杀%数人死于非命%所有贪婪的黑手皆伸

向神秘的千年古玉**在抓住神秘黑手的同时% 女警

霍妍带你穿越物欲横流的心灵禁区% 走进和破解玄机

重重的古玉迷宫+

连载,三十六#

本栏目由文艺副刊部主办

编辑 贾 娜

!是吗"# 余蓓蓓故作不解$

其实在那样的场合% 她知道人

们总是逢场作戏的% !你不是

说的醉话吧"&

'你怎么((& 胡铭戈想了

想% !那我现在正式邀请$ 就

是现在% 可以吗"&

余蓓蓓知道无法拒绝了 %

却仍在迟疑% !原来想加班把

手头的事情办完 % 不然((&

她故意压低声音% !我们那个

刘副经理很厉害的$&

胡 铭 戈 不 以 为 然 地 说 )

!以后他对你不客气% 告诉我$

走吧% 我的美女$& 说着不由分

说地拉住她的胳膊$

胡铭戈开着他的白色宝马

把蓓蓓带到一个酒吧$

!

-.//01 2341

还 是
5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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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铭戈说出

一串酒名% 问余蓓蓓要喝哪一

种$

余蓓蓓抿嘴一笑说 ) !我

不喝酒% 来杯果汁吧$& 其实她

是因为不知道这些个洋酒都是

什么来头% 不便于随便应承$

胡铭戈像是很懂女孩的心%

他耐心地解释说 ) !

-.//01

2341

***血腥玛丽 % 是用番茄

汁和伏特加混合在一起的鸡尾

酒 % 在外国少女中很受欢迎 +

这酒代表了一个美艳的鬼魂名

字% 鲜红的汁液像少女的鲜血%

令人毛骨悚然% 是那些爱寻求

刺激的潮女孩喝的$ 不过你这

样清纯的女孩一般不会喝% 还

是喝
5367 8/9: ;/67<3=.

***

杰克玫瑰 $ 听上去美丽温柔 %

适合蓓蓓你这样文静的女孩

喝$#

余蓓蓓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她还是坚持要喝果汁$

胡铭戈于是说) ,-杰克玫

瑰 . 是白兰地和果汁调制的 %

跟果汁差不多+&

看着面前这个男人极富关

爱的样子% 余蓓蓓心里早已经

醉了 % 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

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端起

酒杯的+ 透过酒杯% 她看见胡

铭戈在灯光下更是帅气% 他轻

松自如潇洒大方% 形象和气质

非常动人% 都够得上是标准的

白马王子+

胡铭戈深情地看着她 % 视

线的碰撞带给她强烈的冲击+

胡铭戈由衷地赞美 ) ,今

夜酒吧里你是最光彩耀人的一

颗天然翡翠+&

女人在赞美面前往往会飘

飘然% 余蓓蓓想到曾有人也这

样把她比作翡翠+ 可是% 同样

的话% 出自不同的人% 让她感

受也不一样+ 这句话从胡铭戈

嘴里说出% 让她觉得就像这杯

酒一样% 具有浓烈亢奋和激情

的味道+

他们之间很快进入无所不

谈的境地+ 大概到了深夜% 酒

精燃烧着他们的身体% 余蓓蓓

觉得头重脚轻% 可是仍有意识%

,该回家了 +& 说出这句话时 %

她心里仍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没想到胡铭戈顺势说了一

句) ,走吧+& 他晃晃悠悠地搀

着蓓蓓走出酒吧+ 也不知道他

是怎样开动汽车的% 幸好没碰

上警察% 否则他们会受到重罚+

余蓓蓓迷迷糊糊跟着胡铭

戈来到一个住处% 她说) ,这

不是我家+& 胡铭戈说) ,这是

我家+&

余蓓蓓摇晃着身体 % 想要

走% 却被胡铭戈拉住% ,别担

心% 这是我一个人的家% 进去

喝杯果汁+&

余蓓蓓正在犹豫时 % 被胡

铭戈拉进了屋+

关上门% 胡铭戈突然紧紧

地抱住了余蓓蓓+

两个激情燃烧的年轻人 %

如瞬间爆发的火山% 融入奔涌

炽烈的熔岩中+

第二天清晨% 余蓓蓓睁开

眼% 胡铭戈正站在床边+ 他轻

轻抱住她% 吻了她% 在她耳边

说 ) ,早点好了 % 吃了去上

班+&

,唔((& 余蓓蓓似乎有些

被动地接受了他的吻+ 之后胡

乱地洗漱了就去了餐厅+

饭间% 胡铭戈不经意地说)

,你不是第一次"&

,这很重要吗"& 余蓓蓓突

然感觉到他的惊异+

,哦% 不+ 只是与我原先的

想象不同+& 胡铭戈微微一笑%

想掩饰过去+

,你觉得失望吗"& 余蓓蓓

心里像是很在意胡铭戈的态度+

她已经开始喜欢这个男人了 %

他文雅俊朗% 有些幽默感% 尤

其对他说的 ,俊男美女天生一

对&% 难以忘怀+

,没有 % 没有 + 别胡思乱

想 +& 胡铭戈走过来 % 抱了抱

她% ,快吃吧+&

余蓓蓓一边默默地吃早点%

一边悄悄地观察胡铭戈+ 她猜

测% 这个男人第一天见到她时%

许是看上了她的淳朴自然% 把

她想象成一个小山镇里来的不

谙世事的稚嫩女孩+ 现实却不

是那样的+ 想到这些% 她心里

有些懊悔% 可是不一会儿又想%

随他怎么想吧+

胡铭戈像是什么也没说过

似的% 还是热情依旧+

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想法+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

制或转载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道路作业人员频受交通事故伤害
!

本报记者 赵晓星

通讯员 桑郡霞

!%#!

年
#

月至
!%#'

年
#!

月%北京

市丰台区检察院办理交通肇事犯罪侵害

环卫/绿化/道路养护等作业人员人身权

益案件
$

件
$

人% 致
,

人死亡%

!

人重

伤$ 检察官在对此类案件分析梳理时发

现%一些作业人员不按规定着装/未经培

训上岗/工作中疏忽大意%在行业管理/

规章制度/ 安全意识等方面存在诸多问

题$

一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力(我国0公路

养护安全作业规程1明确规定%路上作业

必须划定警示区与工作区% 设置临时性

安全带%作业人员应着安全防护服作业$

检察官在办案中发现% 有的单位安全生

产责任不落实%疏于监管%甚至严重违规

作业%如去年
(

月
*

日凌晨%绿化工人耿

某在给公路边缘绿化带浇水时% 被疾驶

而来的一小型货车撞倒% 后经抢救无效

死亡$经查明%耿某作业时未着带交通反

光标志专用工作服% 作业区域内未设置

夜间作业照明设施和警示标志$

二是行业管理不规范(

!%#!

年出台

的 0关于进一步保障环卫行业职工合法

权益的意见1 进一步规范了道路作业人

员人事管理%而检察官在办案中却发现%

行业管理不规范问题仍比较突出% 大部

分一线作业工人都是外包公司雇用的临

时工$由于非用工单位招聘%这部分人员

在受到不法侵害后很难获得商业保险赔

偿和必要的社会救济% 增加了被害人的

维权难度$

三是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亟待从严整

治( 办案人员发现部分驾驶员严重缺乏

安全驾驶意识%超速/超载/疲劳驾驶等

严重违法行为成为重大交通事故的主要

原因$如去年
+

月
#>

日凌晨
!

点%犯罪

嫌疑人张庆驾驶重型自卸货车冲入公路

中心的隔离带% 造成正在施工的
(

名养

护工人死亡/

!

人受伤的重大交通事故$

经查明%张庆因长时间驾车过度疲劳%行

驶过程中昏睡%对此次事故负全部责任$

四是部分作业人员缺乏交通安全常

识( 调查发现% 部分作业人员文化程度

低/法制观念淡薄%普遍缺乏从事道路作

业必备的安全防护常识% 增加了自身安

全风险和依法维权难度$

针对上述问题% 办案检察官提出四

点建议) 一是要加强路上作业安全规范

化管理$ 要严格执行道路安全作业规章

制度%不断完善安全防护措施%重点做好

道路卫生清洁/设施维护/绿化美化等一

线作业人员的安全管理工作% 有效防范

各类安全事故发生2 二是要完善道路作

业人员人事管理和社会保障制度+ 有关

部门应严格按照人事管理规章制度聘

用/管理各类道路作业工人%自觉监督外

包企业遵守劳动法规情况+ 同时建立针

对道路作业人员的风险保障机制% 专项

设立困难职工救助基金% 对因公负伤或

家庭特别困难的职工予以救济2 三是要

加大安全驾驶和文明出行警示宣传力

度+ 要警示督促驾驶员提高安全驾驶意

识%坚决杜绝超速/酒后/疲劳驾驶等危

险行为%看到作业人员应主动减速慢行2

四是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相关法律知识的

教育培训+

强制医疗制度运行一年问题浮现
!

本报记者 赵 雯

通讯员 窦京京

!"&'

年
(

月
!(

日
&!

时许%精神病

人刘某冲进北京市朝阳区一家银行营业

厅%突然用铁管殴打保安小李头部%最终

导致小李颅脑损伤不治身亡+ 刘某因涉

嫌犯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后经鉴定%

其无刑事责任能力%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但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 经检察机关

移送申请% 法院审理后认为刘某符合强

制医疗的法定条件+ 为避免刘某继续侵

害社会% 依法决定对刘某采取强制医疗

措施+

!"&!

年刑事诉讼法将依法不负刑

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增设

为四个特别程序之一+ ,自
!"&'

年
&

月

&

日起施行至今% 强制医疗程序已经运

行了一年有余+ 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深

入% 该项制度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

浮现出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刑一庭副

庭长吴小军说+

程序启动取决公权+刑诉法规定%强

制医疗程序的启动权为公/检/法三机关

所专有%分别适用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

判三个诉讼阶段% 而当事人及其法定代

理人或近亲属则无此权利+ 这样的制度

设计%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当事人权

利的充分保护+

实践操作见仁见智+ 刑诉法规定审

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

审理2法院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被告人的

法定代理人到场2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

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应当为其指派律师

担任诉讼代理人%提供法律帮助+ 法院应

当会见被申请人+ 被申请人要求出庭的%

法院经审查其身体和精神状态%认为可以

出庭的%应当准许+但在审理方式/审理程

序/参与人等方面的规定并不明确%从而

造成了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认识+ 首先%是

否公开开庭审理不明确+一种意见认为由

于强制医疗涉及被申请人的成长经历/家

庭背景/患病情况等隐私%不应公开审理2

另一种意见认为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重

点为被申请人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为接受

社会监督和保障诉讼公正% 应当公开审

理+其次%被害人是否参加庭审不明确+刑

诉法并未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

件需要通知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参加%

实践中上述人员不到庭不影响强制医疗

案件开庭审理%但可能导致当事人参与程

度不够%被害人一方对此持有异议+第三%

鉴定人是否出庭不明确+强制医疗必须以

经过法定鉴定程序确认为精神病的可靠

鉴定意见为前提%鉴定意见在强制医疗的

决定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但现行法律未明

确规定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可能导致被

申请人一方无法充分行使对鉴定意见的

异议权+

执行监督有名无实+ 对于法院作出

强制医疗决定后如何具体执行和监督%

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较为原则% 造成检

察机关的监督权无法具体有效实施+

解除条件较为笼统+ 现行法律对强

制医疗规定了两种解除模式% 即法院依

职权主动解除和依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

近亲属申请解除+ 但在依申请解除的情

况下% 法律并没有进一步规定申请解除

强制医疗的具体条件% 比如是否应提供

被强制医疗人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证

据2 也没有限定被强制医疗的人或其近

亲属第一次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的时间%

在实践中甚至出现了上述人员在强制医

疗决定作出后不足
!

个月即提出解除申

请的情况+

一不留神成了“高收入群体”
!

乾 羽

&

月
!"

日 ! 国家统计局公布 !

!"&'

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

!+($*

元% 按城镇居民五等份收入分

组! 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中等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

入
!$(&,

元! 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可

支配收入
'!$&(

元! 高收入组人均可

支配收入
(>',+

元%统计局#

(?>

万元

属高收入$ 的说法遭到网友们吐槽!

#呵呵!轻松迈入高收入群体$'#

(@>

万

元的高收入买几平米房$%

看到这样的新闻! 有高兴也有心

酸%高兴的是!我终于迈进了高收入群

体! 我原本以为自己只是一个向下流

动的中产! 没有想到一不小心就成为

了高收入群体%但高兴之外!更多的是

心酸%因为这个高收入!即使在南京这

样的二线城市!也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我所在地段!不是城中心!也不是学区

房! 可是房价也已经快突破两万%尽

管!已经荣幸地成为房奴一族!但每年

的还款总额! 快要把人压得喘不过气

了%这就是我期待的高收入(难道!高

收入就是给银行打工!然后不吃不喝(

当然!如果平均来看!这样的划分

也无可厚非%任何时候!总是要强调实

际的%虽然!人们期待的高收入是一个

水平!但现实的情况就是如此!人们的

收入水平就是这样%而这样的现实!也

需要区分个高中低!需要分组!所以只

能矮子里面选将军! 把
(@>

万元的收

入当成了高收入% 总不能把所有的收

入都叫做低收入吧( 这是一种统计上

的需要! 也是一种统计上的名词%只

是!这样的名词和需要!似乎忽视了公

众的感受! 让人们觉得这样的高收入

其实只是一个空洞的标签%

或许! 统计局有苦衷! 不这样分

组! 怎样分组呢( 但必须明白的一点

是! 任何数字和标签都对应着民生的

实际! 都不能脱离个体的视角% 就像

(@>

万元划为高收入的做法%从个体的

视角看!

(@>

万元真的够高吗(

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一线城市!没

有自己的房子! 这个收入能养活自己

就不错%即便!这个收入放在二三线城

市! 如果一个家庭不能人人达到这个

数字!生活依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当然!如果生活在西部地区!家庭收入

比较可观!有房有车!那么!

(@>

万元的

确算得上高收入了%可是!这样的群体

又有怎样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统计局的数字可能没有问题!有

问题的是这个高收入的标签% 因为!这

个标签没有个体视角!这个标签必然引

起公众的反感%在他们看来!这个标签

有两个问题%首先!忽视了个体差异!似

乎
(@>

万元就可以让一个人'每个人安

居乐业了%其次!隐藏了社会问题!

(@>

万元只是收入! 这个收入的高与低!要

看支出的多与少!就像网友感叹的!

(@>

万元到底能买几平方米的房子呀(

我是高收入群体! 我的收入是
(@>

万元%如果!一个征婚者如此吹嘘自己!

他一定会被唾沫淹死%可统计的结论就

是这样%只是!人们不可能活在数字中!

不可能活在真空中!就算人们无比希望

(@>

万元就真的属于高收入! 现实的感

受也会让他们清醒%既然!现实的痛感

真的存在!那就不妨直视!何必拿一些

数字来说事+++不仅不能带来温暖的

安慰!反而让人觉得再次受了伤%这可

能不是一个统计的专业问题!而是一个

统计的社会意识' 个体意识的问题%毕

竟!统计数字不是冰冷的数字!统计数

字背后对应的是民生的冷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