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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达林

左岸琴声 也谈行政首长出庭应诉

不久前! 提交二审的行政诉讼法

修正案草案! 新增了行政首长出庭应

诉制度!被解读为破解"告官不见官#

的亮点!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

虽然实践中有不少地方率先推

行! 舆论也多倾向于强制行政首长出

庭应诉! 但对于行政诉讼法要不要统

一规定!学界却有不同的声音$在赞同

者看来!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很多

事情领导重视了才好办% 领导出一次

庭!体验一下当被告的感觉!脸上挂不

住了!回去后自然更加注重本部门的依

法行政了$ 这种当被告的现实功能!可

能比任何法制教育都管用!不失为一条

监督依法行政的"走心&之策$但在反对

者眼中!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入法!首先

必须寻找到强有力的法理根据$行政机

关负责人是否有必须亲自到庭参加行

政诉讼的义务'是否有必要将其写进行

政诉讼法作为一种强制性要求'这符合

法治的通行规则吗'行政首长不出庭又

将承担什么法律后果'从立法的理性角

度分析! 反对的意见更为值得重视!以

寻求立法制度的正当性$

那么! 行政首长到底是否有出庭

的义务'笔者以为!这要回到行政诉讼

的本质属性上分析$与民事诉讼不同!

行政诉讼并非单纯地解决私权纠纷!

其本质在于审查( 评断行政权是否依

法行使$这种对行政权的法律判断!使

得行政诉讼的被告与民事诉讼的被告

不同! 因为后者被告处分的是自己的

私权利!而前者处分的是行政权!作为

被告的行政主体具有执行公意的属

性! 当其行使的代表公益的行政权受

到司法审查时! 完全由他人代为诉讼

在法理上本身也值得推敲$ 因为出庭

者代表的往往不仅是某个部门! 而是

国家$ 政府实行的是首长负责制!)一

把手& 对外代表了本部门的整个行政

权!对权力行为总体负责$这种特殊的

身份! 使得本部门的行政权受到司法

审查时!理应由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代

表行政权接受司法的法律评价$

可见! 建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

度的目的!不是简单的终结"民告官不

见官&现象!而是归复行政权力的责任

伦理!让行政负责制归位!推动依法行

政意识的确立$ 行政负责人接受司法

审查的出庭制度! 并不会削弱政府的

权威! 相反会使政府享有的尊重得到

加强!"政府也更加注意工作! 以免遭

到批评&$

行政审判说到底是法官代表国家

司法权! 对行政首长代表国家行政权

的审查!既有对违法行政的监督!也有

对合法行政的维护$ 因而行政首长出

庭应诉! 本身带有对行政权的确认与

捍卫$不仅如此!行政诉讼更多地涉及

行政专业性! 这种专业性也需要行政

首长出庭! 以有助于法院查清行政行

为的合理性$ 若由政府部门聘请律师

出庭应诉! 显然无法实现上述行政首

长应诉的诸多功能$

立法规定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

符合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行政体制!符

合行政诉讼的本质属性! 也符合行政

审判对行政专业性的需求$ 尚需考虑

的是!这样的规定能否实现上述目的'

行诉法司法解释第
!"

条规定!行政机

关拒绝履行法院生效裁判的! 可以对

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予以罚款处

罚$ 遗憾的是! 这些规则基本上被空

置! 实践中法院几乎没有拉下面子予

以适用$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定!尤其是

草案还为行政首长出庭开了一道极宽

的口子!这种"无盾&式的应然性条款

又能起到多大的实然功效'

"作者系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副教授#

修改《专利法》应当夯实信赖保护的基础

李克强总理参加
#$%&

年夏季达

沃斯论坛时指出%"只要大力破除对个

体和企业创新的种种束缚!形成*人人

创新+(*万众创新+的新局面!中国发

展就能再上新水平$#要形成这种新局

面!就要鼓励微观主体创新!完善保障

专利权的法规范$ 因为专利权是相对

不安定的权利! 导致在制度设置和运

用上难以做好各项利益的均衡$ 应当

在立法政策层面贯彻公平公正原则!

通过修改,专利法-来设置中用权!确

立效力不溯及既往的制度! 夯实信赖

利益保护的制度基础$

,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
&'

条第
%

款规定%)宣告无效的专利权视

为自始即不存在$ &该规定符合行政行

为效力论关于行政行为无效情形下的

溯及力原则$该条第
#

款规定%)宣告专

利权无效的决定!对在宣告专利权无效

前人民法院作出并已执行的专利侵权

的判决(调解书!已经履行或者强制执

行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 处罚决定!以

及已经履行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和专

利权转让合同!不具有追溯力$ 但是因

专利权人的恶意给他人造成的损失!应

当给予赔偿$ &该款有助于各类纷争秩

序的及早安定!但书确立了恶意损害赔

偿的机制!有助于抑制专利权人滥用权

利$ 若将)恶意&改为)故意&!在与赔偿

法体系对接的关系上更为通顺$该条第

(

款规定%)依照前款规定不返还专利

侵权赔偿金(专利使用费(专利权转让

费!明显违反公平原则的!应当全部或

者部分返还$ &该规定体现了公平公正

的理念!值得肯定$

对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进行审

查(作出决定!意味着对作为证据而提

出的引用文献和成为对象的专利权进

行对比检讨!作出专利权无效(有效的

判断结论! 该过程本身决定了专利权

的不安定性或曰脆弱性$ 如果对专利

先行技术进行足够充分的调查! 尤其

是在无效审查制度之下对所提出的引

用文献进行全面(深入的充分调查!通

过对其提出经纬和性质进行检讨!便

可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甚至避免因为专

利权的不安定给合法权益带来损害$

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的

生效时间! 关系到侵权和各种利益的

衡量!有关中间权利的问题亦源于此$

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人! 虽然也不排

除基于公益而为之的情形! 但大多有

主观利益和主观诉求的存在$ 在专利

被侵权的情况下! 专利权人会希望即

时生效0宣告无效!原专利权人则会反

对即时生效! 这和维持的情况下不一

样$只要不是即时生效!其专利权还是

有效的!折腾个三年五载的更好$该过

程中所形成的新权利! 一旦遭遇专利

权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宣告专利权

无效! 便可能产生中用权救济或者对

信赖利益保护的问题$

专利权被授予后! 任何人均可以

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起宣告该专利权

无效的请求$ 从该制度的公益性角度

考虑! 一事不再理和行政行为效力论

的适用将有助于克服专利权不安定性

的弊端$ 不仅 )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

定#!而且宣告专利权部分无效乃至宣

告维持专利权有效的决定!都应当)由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和公告#$一

旦诉讼期限届满! 则相关决定产生实

质性确定力!对世效"$

专利无效审查! 既是解决特定当

事人间纷争的制度! 又是以公益为其

本质性目的而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制

度$ 这样理解更有助于强调实现公益

是专利无效审查制度最核心的目的$

只有尊重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

定的效力! 及时而有效地解决专利侵

权纠纷! 才能实现其公益的核心目的

价值$只要在起诉期限届满之前!就应

当保障专利权人或者无效宣告请求人

对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的诉权$ 这

也是司法最终原则的体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

授$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

!

杨建顺

建顺微思

从一起纠纷调解看基层法治生态

作为公安机关的派出机构! 同时

作为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直接延

伸!派出所调解了大量的纠纷$与人民

调解(司法所的调解(派出法庭的调解

相比!派出所调解更为便捷$这不是什

么理论问题! 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常

识$想一想!只要你拨了)

%%$

#!不论白

天黑夜!警察就会)亲自上门#!而且调

解的效果往往还不错$然而!对如此重

要的一种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目

前学术研究的投入却远远不够$

笔者曾到多个派出所调研! 也直

接参与了一些纠纷的调解过程! 对派

出所调解有一些粗浅的认识$ 那么!

派出所究竟是如何 )摆平 # 纠纷的

呢' 谈这个话题! 不是为了介绍民警

调解的技巧和方法! 而是想通过 )复

活# 一起纠纷的调解过程! 形象地展

示出基层社会的法律实践究竟是一种

什么面孔$

这个案子! 我称其为 )耍赖索赔

案#$有个村民!是一个艾滋病患者!到

另外一个村去打面$由于加塞!引起一

个排队打面的村民不满! 两个人打了

起来! 这个艾滋病患者吃了亏$ 按理

说!他只能去找打人者说理$但他却让

面粉加工点赔偿他医药费! 不赔钱他

就不走$ 面粉加工点的负责人不敢和

他理论!只得报警求助$民警也解决不

了$ 这个人甚至对警察说! 我有艾滋

病!你们抓我吧$在民警的劝说下!他

最后离开了$但第二天!他又纠集了几

个人来要钱$ 接到报警后! 民警又去

了!但还是解决不了$这个打面点的负

责人对警察说!他们今天走了!不能保

证以后不会再来$他这样老来!非常影

响我们的生意$ 他请求警察帮他想想

办法$为了防止纠纷激化!避免群体性

事件发生!有个民警灵机一动!想到了

当地一个有名的)赖孩子#!并让他去

做这个艾滋病患者的工作$这个)赖孩

子#去了还真就管用$那个艾滋病病人

对)赖孩子#保证说!以后再不会到那

找麻烦了$

我们知道!按照正式的制度!派出

所调解应依法定程序来进行$但是!在

这个案件中!我们看到了)程序#的影

子了吗'我们看到!本案中!民警为了

)摆平#这一)难调#的纠纷!居然借助

了所谓的)灰色势力#$一些时候!基层

派出所调解的运作逻辑! 既不是 )法

律 #的逻辑 !也不是什么 )权力 #的逻

辑!而是一种)摆平#的逻辑$对于派出

所来说!这么做或许多少有些无奈!毕

竟防止矛盾激化有效减少上访! 是调

解要实现的最重要目的之一$ 但如此

调解蕴含的问题! 对法治可能造成的

损害! 却值得重视$ 这是一个大的话

题!非一篇小文所能容纳$

我更想通过这一案例展现的! 是

基层社会的法治生态 $ 基层法律实

践! 需要知识! 也需要经验$ 这或许

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 为什么一个在

不少法律人看来是 )法盲 # 的 )协

警#! 却可以在一些纠纷的调解中发

挥很大的作用' 实际上! 评判一种纠

纷解决机制好坏! 除了看它是否符合

法治理想! 也要看它是否有益于纠纷

的解决$ 当然! )以暴制暴#等非法治

方式断不可取$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法律内外

□李奋飞

电动车交通事故频发
2013年以来，江苏省如皋市由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高达

750多起，致人死亡的有20起

!

本报记者 徐德高

通讯员 凌 雯

近年来! 电动车因其便捷" 环保"节

能"成本低等特点!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

成为理想的代步工具#然而!电动车在给

人们带来出行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大量

交通事故!滋生了公共安全隐患$江苏省

如皋市检察院统计显示!

#$%(

年以来!该

市由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高达
')$

多

起!其中致人死亡的有
#$

起$经分析!引

起电动车交通事故频发的原因主要是%

消费者认知错误& 导致交通安全隐

患增多'我国&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

*+'#)!,#$%#

()中明确规定!设计车速

在
#$

公里以上的电动车均应纳入轻便

摩托车管理$根据此项规定!目前市面上

大部分电动车都应该纳入机动车范畴管

理$然而!在实践中!大部分地区的电动

车并未按照机动车的模式进行日常严格

管理!久而久之!群众就形成了电动车不

需上牌"不要驾驶证"不缴保险的错误认

识$ 据如皋市检察院在该市电动车销售

点进行的调查显示! 有
-&.

的消费者不

知道电动车应按照机动车的标准管理$

因此! 许多人在驾驶电动车前并未经过

相关培训*在驾驶电动车时!安全行车意

识也普遍不高!超载+超速"闯红灯"随意

调头"私自改装车辆"营运送客等违法现

象突出!造成了交通事故频发!损害后果

严重$此外!发生事故后!肇事者因电动

车没有牌照!常常一逃了之!给案件侦破

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如
#$%(

年在如皋市

柴湾镇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 电动自行

车碰撞一位
!!

岁老人致其死亡后逃逸!

案件至今尚未侦破$

配套措施不健全& 导致日常管理出

现真空( 虽然国家将大部分电动车划入

机动车管理范围!但与&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条例)配套的&强制保险基

础费率表) 至今没有对新类型作出相应

的调整! 没有强制要求电动车投保交强

险$ 即使车主想对自己的电动车缴纳交

强险! 保险公司为了推卸对安全隐患较

大的电动车群体的赔偿责任! 也往往以

电动车不属交强险的承保范围为由拒绝

承保交强险$ 记者从如皋市几家保险公

司了解到! 目前该地区的保险公司均没

有开展电动车投保交强险业务$ 而根据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

定!,对未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的机动车! 机动车管理部门不得予

以登记-$也就是说!电动车不缴纳交强

险!也就无法办理登记!这也造成交通管

理部门对电动车的日常监管乏力$此外!

针对电动车的质量监督"销售"营运管理

等方面的配套措施也处于滞后状态!执

法部门多无法可依$

责任承担标准不一& 导致事故赔偿

困难(在处理电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时!大

多数法院对于将电动车认定为机动车基

本没有异议! 但在确定责任承担标准时

各地却做法不一$以江苏为例!对于未投

保的电动车肇事车主! 南通地区法院不

要求其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全额承

担赔偿责任! 仅须按照责任比例承担相

应责任*常熟"南京等地则认为车主尽管

没有投保! 仍须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

内承担全责! 这也导致在赔偿数额上有

较大的差异!影响了司法公正$以如皋市

检察院审查的一起电动三轮车交通事故

纠纷申诉案件为例! 事故总损失
%$

万

元!该电动三轮车未投保!法院依据责任

比例认定电动三轮车需承担
"$.

的赔偿

责任! 因此判决电动三轮车肇事者赔偿

"

万元损失$但是!如按照&道路交通安

全法)"&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

条例)的规定!未缴纳机动车强制保险的

机动车! 应当在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

范围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本案中电动

三轮车主则应赔偿
%$

万元$而本案中如

果电动三轮车车主缴纳了强制责任保

险!该损失则全部由保险公司承担$由于

没有保险公司及时支付理赔款! 受害者

仅能等待车主履行赔偿责任! 若车主拖

欠或没有赔偿能力! 则受害者就得不到

切实的赔偿$

沼气补贴何以轻易被套取
!

本报记者 高传伟

通讯员 李家银 李世成

没有按照相关规定建设沼气池!而

是采取冒用户名等方式!虚列建池户!编

造假申请!套取国家补贴款$日前!河南

省信阳市检察机关相继立案查处了息县

农村能源环境保护管理站原站长张某滥

用职权案" 光山县农村能源环境保护管

理站原站长江某挪用公款案$

通过办案!检察官发现!在农村沼气

建设国债项目资金监管中存在的漏洞应

引起重视$

一是申报环节冒名虚报( 按照规定!

沼气项目资金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截留"挪用*完成沼气项目建设的农

户!经过申请!国家才给予其
!$$

至
%#$$

元的补贴$息县农村能源环境保护管理站

原站长张某却利用职权!虚报建设沼气池

农户人员补助名单!套取农村沼气建设国

债项目资金
##$

余万元!并将其中的
%($

余万元用于本单位办公费等支出$

二是验收环节)以点掩面*(对需要

验收的建池户!省"市验收人员主要采取

抽查的方式进行! 而抽查的范围往往由

所查县的管理站提供! 这给了管理人员

,以点掩面-的空间$如光山县农村能源

环境保护管理站原站长江某在全县
%-

个村的沼气建设项目中! 确保
#

至
(

个

村足额完成沼气池建设任务! 以此应付

上级的实地查看和验收! 其余村没有按

要求足额完成! 套取专项补贴资金
#$$

余万元! 并将其中的
%#$

余万元用于单

位发福利等开支$

三是跟踪监管严重缺位( 能源主管

部门没有依法将有关情况在网站上发

布!没有对建设任务"资金补助"物资分

配等情况在村务公开栏中公示! 对项目

进度"质量"资金使用也没有进行跟踪检

查!存在管理漏洞和隐患$如江某以个人

或者单位的名义将套取的
&'

万元项目

资金借给他人! 用于偿还经营性债务或

者从事经营活动$

连载+四十二%

本栏目由文艺副刊部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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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中队
全书以柳城女子交警中队的一群女警的成长为主

线&描写她们在一年四季中不同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故

事从始至终让这群年轻的女警都处在极度的紧张状态

之中&但她们执着坚定&敢于担当&以自己的娇弱之躯

对抗残暴&她们热爱生活&爱岗敬业&敢爱敢恨(她们或

少年老成善于思考&或外表娇弱内心刚强&或风风火火

泼辣干练& 或温婉可人感情丰富,,但她们又都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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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莉姐! 可能太紧张

了! 我的腿软绵绵的不听使唤$

活动一下就好了-$ 一琳轻松地

笑笑! 拿纸巾擦了一下脸上的

汗水$

景莉急忙回头! 见文静已

让诗梦和严阔搀下车! 正在活

动着 $ 诗梦说原来你也害怕 !

悍女也是硬装出来的.

文静拍拍诗梦棉帽上的雪!

说死丫头! 说什么风凉话! 这

道是人开车走的吗/ 都吓死我

了! 不信你试试.

景莉见文静也满脸是汗!急

忙把她的棉帽遮放下!拿纸巾替

她擦擦汗!,傻丫头! 出一身汗!

再让寒风一吹!别感冒了. -

景莉开始观察被堵在这里

的车! 两辆大型货车车厢尾部

并排贴在一起! 后面视力所及

便是看不见尾的大小车辆! 其

中还看到几台大型客车$ 关键

是前面这两台大货车! 尽管发

生了剐碰! 但还不至于开不走$

先不管他! 我们的任务是把食

物和水分发下去$ 景莉和一琳

晓婷研究一下! 由一琳和文静

带上一批食品开警车继续向前!

先救助急需的人! 景莉和晓婷

从前往后按序进行$

看到有警车到来 ! 前面几

台大货车驾驶室里有人跳下来$

待看清前来救援的是一群女警

后! 不免有些失望$ 其中有一

名司机还骂骂咧咧! 出言不逊$

说警察要是早点来哪能堵这么

厉害! 盼到半夜终于来了还是

一群母的$

景莉的火腾地冲上脑门 !

她惊异于人性的复杂了! 老百

姓常说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指的就该是这类人鸟吧$ 她和

她的女队员们不怕危险! 顶风

冒雪连夜赶来救援! 本想听到

的应该是发自肺腑的感谢声 !

看到的应该是一双双感激的眼

神! 即使不是一片的感恩戴德!

也应是充满尊重的礼貌谢意 $

没想到却遇到这么只怪鸟$ 景

莉上前刚要说话! 早有一名司

机把他扯到一边! 说没你能堵

车吗/ 警察是来帮大伙的! 你

他妈再敢胡咧咧我把你脑袋揪

下来当球踢. 怪鸟司机显然不

服气! 两人撕扯在一起$

,都撒手.- 景莉突然提高

声音! 厉声警告! 几名司机上

前拉开两人! 怪鸟司机还不服

气地梗着脖! 上驾驶室拿暖壶

要打诗梦壶中的开水$ ,诗梦!

矿泉水! 开水留下先保证客车

上的群众.- 然后! 景莉上前厉

声问% ,你叫什么名/ 考证多

长时间了/ 堵车是怎么回事儿/

晓婷! 过来好好审查一下! 把

他的证先收了! 再记下他的车

号.-

怪鸟司机瞅着眼前这个干

练的女警察! 断定再跟她对抗

下去! 不会有好结果! 乖乖地

低下了头$

面包+ 饼干+ 火腿肠和矿

泉水依次分发着$ 另一侧路面

上! 许月开着中巴车走走停停

慢慢向前移动着$ 两组人要在

中间隔离带处进行食品传递 !

厚厚的积雪没到大腿! 诗梦几

个人的裤脚没扎紧! 一脚踩下

去! 雪便灌进鞋里! 脚腕处钻

心刺骨的凉$ 她们顾不上抠鞋

里的雪 ! 即使顾上也没办法 !

这一趟抠净了! 还有下一趟呢!

没办法! 只能咬牙坚持着$

过了这一溜大货车 ! 有几

台小车夹在中间! 其中有台柳

城籍车上的阿姨认出了景莉 !

惊喜地说哎呀这不是咱柳城的

女交警吗/ 怎么到高速来了/

景莉笑笑! 递过去食品袋!

说高速交警忙不过来! 临时调

我们上来支援$ 在关车门的瞬

间 ! 景莉感到车内温度很低 !

才发现这台轿车是熄着火的 !

急忙让诗梦拿热火瓶来$ 说阿

姨! 喝杯热水吧! 车里怎么这

么冷啊! 没开空调/

阿姨急忙道谢! 接过驾驶

座上小伙子递过来的水杯! 景

莉给注满热水! 水杯就变成了

暖宝! 阿姨笑逐颜开地捧在怀

里 ! 说我儿子怕车油不够了 !

隔一会儿才打一会儿空调$

,要不您上我们面包车暖和

一会儿吧! 别冻坏了.- 景莉邀

请着 ! 阿姨推辞 ! 说不用了 !

我有这杯热水! 再说你们来了

路一会儿就通了! 车走起来就

不冷了$

阿姨的话让景莉心一沉 !

是啊! 她们来了! 路一会儿就

通了! 这是困在这里的司机和

群众的普遍想法$ 她能向他们

解释说! 我们来时领导交给的

任务就是给你们送食物和水 !

拥堵的问题我们不管/ 然后扔

下这些被困群众带着她的队员

绝尘而去 / 显然不能 . 许行 !

许大马棒你怎么布置任务的 !

你真是个混蛋. 景莉在心里狠

狠骂了许大队一句! 她一直认

为这里维持秩序疏导交通还有

其他警队! 她们女子中队顶风

冒雪赶来就是送食物和水的 !

也许许大队也是这么理解的 !

所以才派她们女子中队来$ 现

在看来显然不是这么回事! 或

许省厅指挥中心布置的任务就

是让柳城市局组织力量救援 !

救援当然就涵盖了一切! 一定

是局指哪个自作聪明的大爷在

转述任务时把救援片面理解成

送食物和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