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法改革就应从难点出发

在省一级设立法官! 检察官遴选

委员会"对法官!检察官实行有别于普

通公务员的管理制度"法官!检察官须

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中央日前决

定"就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等
!

项改

革"在上海%广东等
"

省市先行试点&司

法的'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化("是中国

司法改革中的重点和难点)以此为突破

口"司法改革才能最快取得成效&

司法权" 是不同于行政权的独立

权属" 对司法的管理理当尊重司法规

律& 中国又是个格外强调法制统一的

成文法国家" 司法权向来被认为应归

属于中央事权" 赋予司法机关以充分

的制度保障才能使之免受地方的不当

干扰&作为改革重点的这些逻辑推演"

在最近的十几年间" 经由媒体和学者

的不懈言说"已为民众所广为接受&很

明显" 这些改革重点并不是司法机关

所能单方推动的&司法'去行政化(涉

及到司法权% 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的

调整"司法'去地方化(涉及到中央事

权与地方事权的博弈" 没有更高权力

机构的统一协调" 单凭舆论或司法机

关一厢情愿地鼓与呼"注定收效甚微&

当司法体制改革被纳入 '全面深

化改革(的应然内容"当'全国政法工

作会议(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政法工作

会议(" 司法改革的步伐骤然提速&此

番中央确定司法改革的七大政策导

向"相比起以往的'三去(说"显得更具

体%更有针对性"因而也更让人期待&

我是
#$

年前离开司法系统的"那

之前在地市和省两级检察机关呆了
%

年&在这段不算短的检察生涯里"我有

相当长的时间所从事的工作与法律职

业无关"也与检察业务无关&直到现在"

一个基层院可能还有三分之一甚至一

半以上的人员不在司法业务岗位上&省

级法检机关非业务部门和非办案一线

人员的比例还要更高&高度行政化的科

层制结构也衍生出种种司法怪现状"成

为舆论一直以来的批评靶子&

建立司法官员额制%分类管理制%

逐级遴选制"让司法官区别于公务员"

同时也让司法官权责一致" 这曾是我

这样的'前司法人员(的梦想&过往没

能做到的" 我希望这些改革举措能在

当下这一代司法人员身上成为现实&

改革通常都是由易到难" 司法改

革则不然&走到了'体制改革(的层面"

司改已无易事&司改必须从抓住重点"

直面难点出发" 一路破除既得利益者

的阻挠"才能攻坚克难&赋权法官%检

察官"削权院长%检察长*引入'司法官

遴选委员会(严把入口+强化'司法惩

戒委员会(疏通出口"加快法官%检察

官和律师%法学学者之间的职业交流"

保障司法官员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

这样的司改举措" 每一条都触及法治

的灵魂"也触及到某些人的既得利益&

当然"'触及利益(并不是司改的初衷"

也不是司改要追求的结果 &'触及利

益(只是司改绕不过的坎&司改的目标

指向"只有一个"那就是制度化的%常

态化的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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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乐清：

非法电镀污染环境
!

金吟吟

近年来! 浙江乐清的电镀产业蓬勃

发展!让乐清的电镀产品不断赢得市场"

但也有这么一些人!不经审批#不做任何

污染防范就办起了小电镀厂" 他们将电

镀产生的铬#氰#铜#镍等有毒有害物质

直接排放到河里! 危害着环境"

&$#'

年

乐清市检察院受理污染环境案件
'

件

#'

人! 提起公诉
'

件
#'

人$ 今年上半

年!受理
#&

件
'$

人!提起公诉
(

件
&#

人"检察官介绍!非法电镀污染环境案件

呈现出三个特点%

成本低利润高!易隐蔽难查禁"一个

小电镀厂并不需要复杂的设备! 只需要

一些药水# 电镀工具和塑料桶等简单工

具!两三千块钱就可以建一个小厂"不法

分子的作案手段十分隐蔽!多采用&游击

战'!或是晚上偷偷开工生产!或是&打一

枪换一个地方'"相较之下!公安#环保查

禁力量的紧缺和短期内的集中整治尤显

势单力薄"如冯某等人污染环境案中!侦

查机关掌握到冯某等人在十几处场所开

展非法电镀的线索!但最终只查获一处"

共同犯罪多发! 法制观念淡薄" 统

计显示! 该院近两年受理的
#)

件非法

电镀污染环境案中!

&

人以上共同犯罪

案件达
#&

件 ! 占此类案件总数
%$*

!

涉案人数二至八人不等! 包括非法电镀

厂经营者和电镀工人# 清洗电镀产品人

员等 " 非法电镀厂经营者均为当地户

籍! 但是电镀工等操作工大多为外来务

工人员" 很多外来务工者都错误地认为

自己只是为他人打工! 并不需为环境污

染承担责任"

污染程度严重!实害后果难断"经统

计! 该院承办的案件中所涉及的非法电

镀厂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超出国家标准

的几十倍至几百倍! 有些甚至高达几千

倍" 以周某等人非法电镀污染环境案为

例!六价铬超标
'&"+)

倍!总锌超标
&$$$

多倍" 但是由于环境污染后果显现的滞

后性和污染源的多头性! 加大了污染行

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联系的认定难

度"同时!受技术限制#&重查处#轻治理'

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环境污染案件的

个案损失#治理等费用难以确定"这使得

当前对非法电镀污染环境案件定性容

易!但实害后果难以认定"罪刑不相适应

的情况不利于对此类案件的打击! 如已

判决的
''

人均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拘役"

如何遏制非法电镀污染环境犯罪行

为(检察官给出如下建议%

建立防范非法电镀污染环境的长效

机制"法院#公安#环保等部门加大打击力

度! 建立环境涉罪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加

大行政执法和监督力度!形成行政执法得

力#司法保障有力#社会监督给力的长效

工作格局$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环保法

制宣传"联合多部门开展&送法进企业'#

典型案例警示教育等环保法制宣传!切实

提升外来务工人员的环保意识$统一司法

认定标准"通过司法解释或典型案例指导

的方式! 统一对污染环境罪共同犯罪构

成#犯罪情节#量刑等方面的认定标准!指

导办案实践$ 尽快落实一案一治理等措

施"遵循&谁污染#谁治理'原则!督促环保

部门尽快落实个案损失#治理费用评估等

措施!为打击环境污染犯罪和责成污染者

承担治理责任提供依据"

我们应该怎样养老

同学聚会"都已人到中年"说起养

老的问题"都很头疼,孩子都是独生子

女"将来恐怕指望不上&有人出主意,

几个同学几家人最好包括亲家在内在

一个山清水秀没有雾霾没有堵车不闹

腾的小地方扎堆买几套房" 互相照应

着过日子&孩子们闲暇可以过来聚聚"

也能避免舟车劳顿之苦和去谁家不去

谁家的口舌之争&主意挺好"不由怦然

心动&

在中国"以前养老一直不是什么

问题 & 有句古话叫作养儿防老 " 与

之密切关联的是孝文化和尊老观念

的发达 " 国家不仅在道德层面上树

立许多孝顺尊老的学习模范 " 也在

法律上规定了严格的孝顺父母尊敬

老人的条文"最严重的'十恶(之中就

有两个与孝道和尊老有关, 谋害长辈

的'恶逆(和不孝顺长辈的'不孝(& 所

以"至少在这个角度上讲"中国的老人

一直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者之一&

但现在情况似乎有了很大的变

化" 越来越多的人为养老所困扰& 这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计划生育" 一

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儿& 这项政策目的

很明确, 减少人口& 从效果看" 的确

也达到了目的& 但这样的政策中国历

史上没有" 外国也不多见" 没有经验

教训可以借鉴或汲取& 达到目的的同

时还有哪些后遗症和副作用- 显然在

政策施行之初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是没

有考虑的" 现在一些负面影响慢慢显

现出来" 养老就是其中一个& 在中国

特有的 '

!&#

( 的家庭结构里" 俩孩

子需要负担照顾
!

个老人" 的确顾不

过来&

第二个原因是生活观念的变化&

以前大家祖祖辈辈生活在一个地方"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轻人秉持'父母

在"不远游(的观念"政府也不希望老

百姓过多迁徙" 所以老人一般都能得

到家人照顾" 安度晚年& 现在则大不

同& 年轻人离开家到外面谋生是一种

常态"去外国或者大城市是首选"能扎

根最好"不能扎根宁肯漂着&没本事出

不去的也自己在外面买房子或租房子

住" 以前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场景很

罕见了& 孩子们孝顺的过年或有空的

时候回来呆几天" 差点的甚至几年都

不露面" 逼得政府制定法律要求孩子

们常回家看看&

每个人都会老" 都会面临养老问

题&每个家庭面临的困难不同"解决的

办法也应该多样&一种是自救&文章开

始讲的几个老哥们儿搭伙过日子是一

种" 类似互助组& 更多的是 '承包到

户(,靠孩子的照顾养老&这种模式有

其固有的问题"孩子们会比较辛苦"毕

竟老人太多" 同时也过于依赖孩子们

个人的道德修养* 老人生活质量也许

会差强人意"不会事事顺心&所以需要

双方互相理解互相体谅& 另外一种是

公力救济& 大家为了执行国家计划生

育政策作出了牺牲" 养老问题本来就

应该是这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

系着社会的稳定"需要政府统筹考虑"

下大力气解决&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条

件下" 建立公立敬老院不会有什么费

用上的难题"不会有客户上的困扰"更

不会像某些地方兴建楼堂馆所那样招

致非议&同时"政府还应该大力扶持非

政府部门或私人建立的公益或商用敬

老院" 欢迎慈善机构在养老问题上所

做的任何有益的努力和尝试" 鼓励媒

体和百姓在这个问题上论证探讨"建

言献策&

这些年媒体上陆续出现空巢老人

死在家中多日无人知晓的新闻" 这让

我们感到恐惧" 因为理论上讲绝大多

数人都有这样遭遇的可能& 每个人都

喜欢青春年少" 但衰老无法避免" 我

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体面地老去&

#作者系公务员$

行政诉讼不能限于“民告官”

'民告官(" 这是老百姓对行政诉

讼的通俗称谓" 也是官方在普及行政

诉讼法时所普遍喜好的表达 & 伴随

#(($

年行政诉讼法的实施"这一概念

经由媒体的极力提倡" 影响了整个社

会的法治观念变革& 由于营造出与传

统极大的反差"这一约定俗成的词汇"

塑造出强烈的公民权利价值观" 在中

国法治历史上所起的宣传教育作用不

可低估&很大程度"正是借助于'民告

官(的概念"现代法治才得以将错位的

官民关系逐渐导正&

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 中国法治

的背景早已不同往昔& 立足于国家治

理的新型需要和法治中国的更高要

求" 行政诉讼法的功能定位是否还是

局限于'民告官("或许值得推敲和思

忖&在我看来"这一通俗化的表达"很

难再准确反映出行政诉讼本身所应承

载的制度功能" 同时也无益于修复官

民关系和促进合作行政&

首先"'民告官(的概念里"无法反

映公共团体和组织作为行政诉讼被告

的必然趋势&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需要

大力发挥行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功

能" 未来社会将有越来越多的公共治

理权力" 由政府部门转移到这些公权

力组织&它们不是'官("但却行使着影

响相对人权益的重要权力" 其能否依

照法律法规的授权依法治理" 同样离

不开强有力的司法监督& 即便不是从

修法的角度" 目前行政诉讼实践也早

已将被告不局限于'官(了"如高校这

样并不具备'官僚(属性的公共组织"

也会受到司法审查&如果仍旧沿袭'民

告官("则可能令老百姓忽略对越来越

多公共治理行为合法性的关注&

其次"行政诉讼法还应当建立'官

告官(的机制&在组织法上"行政机关

之间可能发生权限纷争" 没有隶属关

系的行政机关之间权限交叉% 冲突问

题也客观存在& 这些冲突直接影响到

公共权力的合法有效行使" 对公共利

益和私人利益都可能产生极大危害&

针对此" 很多国家在行政诉讼中设有

'机关诉讼(类型"即'行政机关之间因

权限的存在或者行使而发生争议"由

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的诉讼类型("

其目的在于保障各级各类权力在设

定%运行上合法%有序%正当&例如"德

国乡镇之间% 乡镇与上级行政机关之

间%州与州之间%州与联邦之间所有关

于公法上的争议" 都可以彼此之间提

起行政诉讼& 日本的机关诉讼不局限

于行政机关"还包括公共团体&我国现

行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此类诉讼"从

而也失去了司法矫正权力冲突的机

能&从未来国家治理看"为公权力机关

之间的权限争执提供司法程序平台"

能够避免公共治理失效和内耗" 乃是

行政诉讼参与公法秩序建构% 有效保

障相对人权益的必然要求&

再次"行政诉讼还应包含有'官告

民(的成分&对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

法也负有保障功能"倘若相对人不服从

而行政机关又不便直接强制干预"此时

应当允许行政机关借助司法手段增强

其治理的权威性和实效性& 在法国"大

区长与省长作为中央的代表监督地方

团体执行国家法律的情况"如果其认为

地方团体通过的决议不合法"可以向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种类似于'官

告民(的制度设计"本质上即是为了维

护公法秩序&我国行政诉讼中的执行诉

讼" 即由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也是一种'官告民(的体现&这种类

型的诉讼还有待进一步拓展"以减少行

政权与公民权的直接对抗"将二者引入

平和理性的司法程序"实现权利%秩序

与法治的和谐&

总之"'民告官( 的概念一定程度

上适应了我国行政诉讼法当初的功能

定位"即为相对人提供权利救济&这种

救济功能无疑是必要的" 但与此同时

不能忽略对公权力依法治理的监督和

保障&立足于中国治理实际"未来行政

诉讼制度的发展完善" 应当超越官民

冲突的二元对立思维" 为公私权的沟

通%对话%协商与合作提供更多的理性

平台" 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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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派检察官陈克勤到达金水县当夜! 发生一起公

安局长养女被毒犯绑架事件!于是!解救人质%化装侦

查%千里缉捕%金钱腐蚀%女色下套%断尾求生&&一幕

幕缉毒与反缉毒%腐蚀与反腐蚀精彩场面接连出现'请

看下派干警将怎样坚守办案底线! 大灾后的公安局长

灵魂将怎样升华"

沈纯朴带着陈祝闵跑进月台!

尾随着上车旅客进入八号车厢"

&呜)))'

一声汽笛响! 火车要启动

了" 就在车门关闭的一刹那!一

个人蹦了下来!晃着大脑袋朝出

站口走" 此人边走边掏出手机!

取出内存卡!随手扔进路旁一垃

圾桶"

罗洪贵左右瞧瞧!进入停车

场!数到第二排!发现面包车!过

去 "掏钥匙 !开车门 !屁股刚落

座! 一警察过来拍拍挡风玻璃%

&这车是你的吗('

&是**不不不!不是!我借

朋友的"'

&这是辆贩毒车"走!跟我到

车站派出所走一趟"'

罗洪贵抬眼看警察半晌!慢

慢打开车门! 脚慢慢伸出车外!

嘴里慢慢道%&贩**毒**车!

你有啥证据('

&证据嘛! 到派出所自然有

人给你出示"'

&派出所**不去+' 说完!

罗洪贵朝前一蹿! 撞开警察!沿

着车与车缝隙逃跑!但很快停住

了!因为他发现四周全是便衣挡

住去路!而正前方堵路的是一魁

梧的中年男子!手里握着一支手

枪"罗洪贵认出此人是火车站派

出所牛所长"

见罗洪贵止步!牛所长把枪

插入枪套! 走上前道%&罗主任!

鉴于你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我们才十分礼貌地 ,请- 你!怎

么!敬酒不吃吃罚酒!要我们动

手吗('

&别别别**我跟你们去车

站派出所!这车不是我的!我说

得清楚的"'

十一

沈祝二警官顺走廊进入第

二审讯室! 坐在审讯桌后等"不

一会儿!外面响起脚步声!罗洪

贵被狱警带进! 坐在审讯椅上"

狱警%&

'!

号!办案同志来了!有

什么要求可向他们反映"'

&我抗议+我绝食+'罗洪贵

一下从审讯椅上蹦起!双拳上举

以增加抗议效果"

&坐下+' 狱警一把将其按

下!&有话好好说!再冲动就给你

戴上械具"'

&小杨!' 沈纯朴面无表情!

声音轻且细!&笼中老虎!翻不了

天!放开他"'狱警松了手"

沈纯朴目光盯着对方的脸!

咂吧着嘴%&呀呀呀!这怎么了怎

么了!脸胖起来了!看来里面伙

食罗主任挺适应呀('

&幸灾乐祸!我抗议!你们这

是虐待行为+'

&究竟怎么啦罗洪贵('

&怎么啦)))把无辜者同艾

滋病犯人关一起! 感染了谁负

责(' 沈纯朴夸张地四顾%&艾滋

病**谁(谁有艾滋病('

&

)

号仓! 里面关的全是毒

犯!三个有艾滋病"他们抢我饭

菜!打我!还威胁要咬我**'沈

纯朴不耐烦地摆手打断%&知道

了知道了! 牢头狱霸欺负新来

的!这是监舍里的顽疾!很难避

免的"'&我说的是艾滋病! 你们

不能把我同这些人混关"' 沈纯

朴双手一摊!解释%&这事就难办

了!吸毒贩毒者是性病啦艾滋病

啦感染的高危人群!我国目前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体到看

守所! 那就是监舍条件有限!我

们能做到男犯女犯分关分押!力

争做到同案犯之间的分关分押!

至于患病者的分关分押嘛!目前

一时半会儿还没那条件!希望你

能理解"'

&理解个屁+'罗洪贵给这个

审讯者气得青筋暴跳! 忍无可

忍!&你们**你们怎么能这样

对待无辜者('

&无辜者)))罗洪贵! 你无

辜吗('

&当然+哼!说我贩毒!笑话"

你到李福镇一带打听打听!我罗

洪贵是宏发信息部主任!宏发旅

馆老板!音豪
,-

厅经理!我有

的是钱!凭什么贩毒我('

&罗主任#罗老板#罗经理!

这问题该你来回答的"'

&哼+ 我回答)))我啥事没

有!我回答啥('

&别摆出一脸无辜样子好不

好('说到这!沈纯朴拿起桌上厚

厚的卷宗!随便抽出一页!抖抖

道!&你的老底我们知道得一清二

楚!

#((%

年你曾因贩毒罪被判有

期徒刑七年! 你老婆江小鹃也是

在贩毒过程中走山道不慎坠崖摔

死的!留下一个年幼女儿!政府考

虑这一特殊情况!给你减刑假释!

让你提前出狱!你本该知恩图报!

痛改前非!好好做人!没想到你却

恶习不改!重操旧业**'

罗洪贵唾沫四溅%&冤枉+栽

赃+说我重操旧业!有什么证据

你们('

&要证据吗!好!好!我们就

给你出示出示证据"' 说到这扭

头对记录的祝旺达!&放段录像

让他看看"'

审讯室的投影仪&啪'地打

开!一束白光照在屏幕上!宏发

旅馆
'#'

房间敖成银在床铺下

放毒品的画面清晰播放出来"

沈纯朴%&罗洪贵!看清楚没

有)))怎么解释('

罗洪贵不屑地动动嘴唇 %

&这人不是我!与我无关"'

期待“白马王子”，微信摇出“梁上君子”；陌陌定位身边的“钻石王老
五”，其实是“骗子达人”———

社交软件竟成犯罪工具
!

郭 蕾

新型的社交软件如&陌陌'#&微信'#

&米聊'等!以其新奇的功能#独特的社交

途径而备受人们青睐" 这种新潮交友平

台的兴起! 在为市民聊天交友大开方便

之门的同时!也正成为不法分子进军的

&新领地'"一次次的犯罪得逞!一个重要

的原因就是被害人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期待有王子宫殿般的爱情童话者! 用微

信摇出来的却是&梁上君子'$陌陌定位

身边的&钻石王老五 '!其实是 &骗子达

人'**

山东省肥城市检察院近期办案统计

显示!近两年!该院已经受理因网络交友

引发的审查批准逮捕案件
#$

件!被害人

数达
&$

人!涉案金额
&$

余万元"据办案

检察官介绍!此类案件具有以下几个特

点%

涉嫌罪名不一" 网络交友引发的案

件类型主要为诈骗!其次是抢劫#强奸#

盗窃#敲诈勒索#招摇撞骗#抢夺等犯罪"

犯罪分子改变传统&骗术'!利用该类软

件公然传播犯罪方法!发展犯罪成员!由

此引发的贩卖毒品#赌博#聚众斗殴等也

成多发趋势"

发布虚假信息" 利用大龄女性寻求

条件匹配的伴侣的情感需求! 为吸引作

案目标而虚构信息"大龄女性急于求嫁!

给犯罪嫌疑人以可乘之机" 如黄某诈骗

一案中! 犯罪嫌疑人黄某通过国内某知

名婚恋网站!将自己塑造成条件完美的

成功人士!根据网站提供的女方资料!挑

选有一定经济基础的适婚年龄女性为作

案目标!通过社交软件与被害人熟识!取

得被害人信任后! 提出生意上急需资金

周转! 被害人即将一张信用卡和密码交

给其使用!后被透支
)

万元无法归还"

假冒相关人员" 犯罪分子通过破解

密码等黑客手段! 窃取公司或者个人的

网上注册信息! 伪造身份资料取得被害

人的信任"如李某涉嫌诈骗一案中!李某

窃取了被害人男朋友的
..

号码!然后

冒充被害人的男朋友在
..

软件上与

被害人聊天!编造朋友急需用钱的理由!

让被害人给其指定的银行账户汇款"

利用软件定位功能" 新型社交媒体

的摇一摇#查找附近的人#实时对讲!手

机视频等功能可以使犯罪嫌疑人迅速寻

得作案目标"犯罪嫌疑人通过&微信'搭

讪#结识受害人!在骗取对方一定程度的

信任后!即提出单独见面的要求!并将被

害人带至其租住地或其他较偏远# 僻静

的封闭空间!伺机盗窃#强奸#抢劫"

检察官建议% 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互

联网行业的监管"逐步推进网络实名制&

目前国内最严格的审核方法是要求申请

人上传身份证等各种证件的扫描件"但是

碍于网络便利性的要求"无法对申请人身

份当场核实*此外"还应加大虚假网络信

息的打击力度"通过身份验证%实名注册

等多种监管手段" 确保网络信息真实"营

造安全%规范%诚信的网络环境"完善网络

信息信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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