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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精神 法治的权威

法治权威! 意味着法治在国家和

社会生活中具有至上的崇高地位和支

配作用"与此相对应!是人治的权威"人

治权威!是指个别人拥有最大的支配力

量!表现为个人专断#独裁"法治权威!

应当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其一!法治是政治生活的准则"政

治!乃国之大事"在国家大事上遵循法

治原则!维护法治权威!则其他中事#

小事更无须多虑"习近平同志指出!评

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

有效的! 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

有序更替! 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

家事务和社会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

事业! 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

求! 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

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

主化! 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

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 执政党能

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

的领导! 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

和监督" 这里所说的 $领导人更替%#

$人民参与管理 %#$管理国家事务 %#

$权力制约监督%等!都属于国家大事"

评价政治制度是否民主有效! 要通过

这些政治大事来评判! 法治权威更是

要通过这些政治大事来实践"

其二!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

大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

式" 这个基本的判断和要求告诉我们!

既然是基本方式!那就不是可以用或可

以不用的方式! 而是必须用的方式&既

然是基本方式! 那就不是非基本方式!

在法治方式与非法治方式选择上!执政

者#治国者#领导者须用法治这一基本

方式而不是其他"古人说!凡事有经有

权"所谓权!是指权益之计&所谓经!是

指经常的道理"法治方式!就是治国理

政的经常之道理!是必须经常使用的方

式!是必须长久使用的方式!是必须全

面使用的方式" 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必须加强法制"必

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

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

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这里所说的两个$不改变%的实质!就是

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本质"

其三!任何组织#个人都不得有超

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特权与法治权

威!是一对相反的概念和现象"所谓特

权! 就是指超越宪法和法律之外之上

的特殊权力!这种权力是法外之权!不

受法律约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

个制度! 如果有这种超越法律之外之

上的权力! 那么法律的地位法治的权

威就不复存在了" 所以! 所谓法治权

威!必须是任何组织#任何人都不得有

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违反宪法和

法律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行为! 都应当

受到法律的制裁"

其四! 判断是非的标准和行为的

依据规则"法治权威!首先是法律的权

威!没有法律的权威!就谈不上法治的

权威"就法律权威而言!它对社会成员

和主体有三个主要作用" 一是判断是

非的标准"哪些行为可以为!哪些行为

不可以为!哪些行为禁止为!这些标准

从何而来'有道德规范!有情理倾向!更

有法律规定"法律规定是任何组织任何

人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二是行为的依

据"一个组织#机关#单位#团体的决定

决策! 必须遵守法律的原则和规定!依

法作出决定#决策!不得违背法律的规

定"对个人而言也同样如此!个人行为

的选择和实施! 须在法律范围之内!规

则之下!不得违背法律规定"三是行为

的程序" 任何组织个人的行为诉求#利

益表达等!都须在以符合法律的方式在

法定的渠道内按照法定程序表达"如

此!才有法治秩序可言"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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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军

“脱保”频发应引起重视
!

周 炜

近年来 ! 随着办理批捕案件中逮

捕必要性证明标准提高 ! 司法机关采

取取保候审比例也不断增大 " 由于取

保候审工作不到位 ! 犯罪嫌疑人逃匿

现象 (以下简称脱保 ) 屡屡发生 " 江

苏省泗阳县检察院调研发现 !

!"#$

年

以来 ! 仅在该院审查起诉的案件中就

发生脱保
%

人次 " 此类现象不仅严重

影响正常的诉讼程序 ! 犯罪嫌疑人脱

保期间更可能再次实施犯罪 ! 应引起

足够重视 " 办案检察官总结脱保频发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适用取保候审标准把握不到位$司

法机关对少数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

强制措施把关不严!如寻衅滋事$盗窃等

案件犯罪嫌疑人!大多系多次作案!对这

些人取保候审!继续犯罪的可能性较大"

如丁某盗窃案中! 丁在两个月内先后入

室盗窃
&

起!且长期以盗窃为生!在取保

候审后便不知去向!无法到案"

对脱保行为处罚不到位$ 刑诉法规

定! 对于脱保的处罚措施主要是对被取

保人没收并再次交纳保证金$ 变更保证

方式或变更强制措施"脱保人重新归案!

在案件判决上也未将此情节纳入量刑参

考! 对未履行保证义务的保证人也仅处

以罚款"即便如此!执行机关对脱保情形

处罚也不到位"该院办理的
%

件案件中!

仅
!

人被上网追逃!另外脱保的
&

人!执

行机关未采取任何措施! 也未对保证人

予以任何处罚! 致使取保候审保障措施

流于形式"

被取保人对取保候审理解不到位$

一方面!办案人员在办理取保候审时!使

用格式文书和法言法语! 犯罪嫌疑人理

解有困难%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法律意

识淡薄!不清楚取保候审仅是强制措施!

一些被取保人甚至认为!交钱后案已结!

当司法机关再行传唤到案时便采取逃

匿$躲避的办法拒不到场"

后续追逃不到位$实践中!法院对起

诉案件$ 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

诉案件!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脱保不到

案!会将案件逐层退回公安机关!此后很

少再过问后续处理情况! 对案件处理没

有跟踪监督"公安机关基于考核因素!较

少对脱保人上网追逃" 且取保候审案件

均是轻案!脱保后公安机关重视不足!追

逃乏力!导致部分脱保人长期不到案!埋

下安全隐患"

针对此类现象!检察官建议#司法机

关要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范围及

条件!对适用对象严格把关"加强动态性

羁押必要性审查! 对取保候审中发现重

新符合羁押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要及时采

取拘留$逮捕强制措施%司法机关在决定

取保候审时要向被取保人和保证人讲清

取保候审的条件! 讲清被取保人和保证

人的义务! 讲清违反取保候审义务所承

担的后果! 督促被取保人和保证人切实

履行义务% 公安机关对脱保人要及时采

取没收保证金$ 变更其他强制措施并立

刻追逃! 对未履行保证义务的保证人要

及时处罚%公安$检察机关定期开展取保

候审期间脱保情况的专项排查行动!摸

清底数!采取措施"公检法机关也可出台

相关制度!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脱保情

节在案件判决中予以酌定参考% 检察机

关要对脱保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后进行跟

踪监督!督促采取相关措施!保障诉讼活

动正常进行"

职务侵占 商业贿赂 挪用资金

绊倒非公企业的坎儿
!

饶学兵 徐显怀

湖北省麻城市现有非公有制企业

(以下简称非公企业)

!&'(

个!

!")$

年

税收占全市纳税总额的
*%+

" 一些非公

有制企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 由于法

制意识淡薄! 内部监管措施不完善$ 管

理不到位 ! 导致犯罪频发 " 据统计 !

!"))

年至
!")'

年
&

月! 麻城市检察机

关办理非公企业职务犯罪案
&"

件
&%

人"

官商勾结% 利益均沾$ 一些非公企

业人员! 为了一己私利! 与国家公职人

员相互勾结! 从中渔利" 如某药械公司

业务员! 为推销医用钢板! 向麻城市人

民医院骨外科
'

名正副主任贿赂
%"

万

元" 还有一些非公企业钻国家政策的空

子! 采取诈骗的手段获利" 如某乡镇企

业负责人周某! 借国家淘汰落后产能之

机! 打着给企业更新设备的幌子! 提供

虚假申报材料! 通过向相关部门的工作

人员行贿! 骗取国家淘汰落后产能专项

奖励资金
'""

余万元"

挪用资金% 借 &鸡' 生 &蛋'" 少

数非公企业经销$ 采购人员! 不按规定

将本应上交企业的货款及时上交入账!

却留作自己经商" 如某石材企业销售员

李某! 在收取个人经手的大理石销售款

过程中! 将
*"

余万元资金! 部分留作

自己经商! 部分高息借给他人"

侵吞公款% 瞒天过海$ 一些非公企

业财务管理人员或产品销售人员! 将企

业公款据为己有" 如某企业出纳会计李

某采取涂改账目$ 原材料高进低出等手

段! 侵吞企业公款
*"

余万元! 造成企

业资金周转困难! 陷入困境"

虚假出资% 串通投标$ 少数建筑公

司为了获取工程! 在自己没有建筑资质

的情况下! 采取向其他有资质的公司借

资质$ 借注册资金等手段! 邀约其他公

司一起围标" 他们通过向发包方行贿获

取工程标的! 中标后对被借资质和资金

的公司以及共同参与围标的公司! 给予

一定的资金作为回报"

&从案件类型上看! 职务侵占和贿

赂案件比较突出% 从行业领域看! 集中

发生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工程建设$ 招商

引资企业$ 医药医疗器械采购和企业改

制及淘汰落后设备产能等行业% 从犯罪

主体看! 主要涉及到法定代表人$ 董事

长$财务主管$业务员等"'办案检察官指

出!针对这些特点!麻城市检察院加大职

务犯罪预防力度!采取多种措施!引导非

公企业健康发展# 协助企业盯紧易发职

务犯罪的&权$钱$人'三个关键环节!对

&产$供$销'等重点部门$重点工程$重点

环节$重点人员!实施重点监督%从国家

每年下达给非公企业项目和设备改造等

专项资金入手!瞄准这些敏感部位!防止

非公企业通过向国家公职人员行贿骗取

国家专项资金犯罪发生% 帮助非公企业

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不断提高预防

犯罪水平"

老沈说法 两只有钱的猫

现行的继承法颁布到现在已经近

$"

年了" 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巨大!在

实际操作中法条滞后问题显得比较突

出! 所以全国人大把继承法的修改列

入了立法规划" 继承法需要关注的点

很多! 这里只说说遗嘱继承因违反公

序良俗被认定无效问题"

个人以遗嘱的方式处分自己的财

产!这是典型的私权领域的问题!公权

一般不予干涉"只有无遗嘱的情况下!

遗产的继承才转入法定继承程序!由

法律依照自己的规定和标准在不同人

之间处分特定财物"

特殊情况下!法律会使用$公序良

俗%这个武器干涉遗嘱继承!宣布个人

意思表示无效" 前些年四川泸州发生

过一起遗产继承案* 一个男人通过遗

嘱把自己的财产给了同居的情人!遗

嘱还办理了公证"原配告到法院!一#

二审法院判定遗嘱无效! 理由是违反

了民法通则! 不符合公共秩序和公共

道德" 据说法官在法庭上念判决书的

时候!在场旁听的很多妇女热烈鼓掌"

这种以公权干预私权的事情不是

继承法的首创"合同法#婚姻法#劳动

法等法律对诸如$恋爱忠诚书%#$出借

赌资合同%#$劳动合同的单身条款%等

都不一定按照意思自治原则予以无条

件的认可" 这种做法同样也不是中国

的发明!德国#法国#日本等民法发达

国家都有类似规定"

使用公序良俗原则的真正问题在

于! 标准的公正性可能得不到百分之

百的保证"什么叫公序良俗'这问题本

身就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一千个人有

一千个哈姆雷特! 一千个人同样有一

千个道德上的是非善恶标准" 还以继

承法为例! 很多人认为一个已婚男人

把自己的遗产赠与情人是不道德的!

那么一个未婚的男人给同居女友呢'

结论就需要嘀咕一会儿了" 有人觉得

未婚同居不道德!有人觉得这很普通!

法国总统还这么干呢" 再深入假设一

下*未婚的男人给自己的同居男友呢'

意见分歧就更大了" 现代社会已经相

当宽容了!但对同性恋还是见仁见智"

问题还能更加深入* 把遗产不给

亲人!给自己的宠物呢'中国人可能觉

得不可思议! 但这事儿在外国并不少

见"去年年底!美国发生了一件事*田

纳西州一个有钱的老头去世了! 他有

*

个孩子#

)!

个孙子!

&

个曾孙子 !但

他却通过遗嘱把
!*

万美元和一栋豪

宅送给了两只猫"这两只猫有钱吧'还

不算最有钱的" 意大利有个老太太把

自己
)$""

多万美元的遗产给了一只

叫托马索的猫" 很多西方人把宠物当

成自己的家庭成员! 所以发生让宠物

继承财产的事情并不会引起轩然大

波!更不会被法院轻易宣布遗嘱无效"

在中国! 猫狗这些宠物的地位显然没

那么高! 至少还没到跟人抢遗产的程

度" 要是真有那么一位非要把遗产给

了自己的宠物!法院很有可能祭出$公

序良俗%的法宝"

对于这个问题!现实中!一些$不

道德%的人绕小路避开法律的关卡!例

如生前就处分自己的财产! 或者通过

订立附条件# 附义务财产赠与合同实

现自己私下的目的! 这些做法同样违

反了公序良俗! 但法律只能无奈地在

旁边看着"

遗产继承问题总的来说是个人的

事情!如果不特别过分!法律还是少干

涉为好" 西汉时有个叫韩延寿的地方

官!遇到一对兄弟争遗产的官司"韩延

寿既不问事实!也不看证据!就让兄弟

俩在大堂上$哥哥%#$兄弟%互叫!叫了

一会儿!俩人意识到亲情!撤诉走了"

多年前上学时学到这个案件! 导师愤

怒地说*$不分是非曲直! 就知道和稀

泥!真是个糊涂官+%现在看来!这不就

是调解吗'有什么不对'

(作者系公务员#

!

沈占明

李娇丽! 咱们非亲非故素

不相识! 法不及私! 有话你就

当面讲吧! 他们都是我的同事"

贾小文! 咱们女人之间的

事儿! 你还是出来一下方便谈"

李娇丽 ! (犹豫了一下 !

跟着走出大门) 说吧! 这里没

有人"

贾小文 ! 刚才听律师说 !

我弟弟的案件在你这儿! 能抓

紧移送法院吗(

李娇丽 ! 案件搞清楚了 !

自然会移诉的! 干吗这么神秘(

(贾小文从衣兜里掏出一叠

钱! 往李娇丽手里塞! 被李娇

丽推掉在地上! 李娇丽气愤地

返回大厅)

贾小文 ! (边走边自语 )

敬酒不吃吃罚酒! 骑驴看唱本!

咱走着瞧"

(李娇丽阅卷! 摘抄笔记!

去市医院查看受害人伤情! 走

访群众)

,付一生办公室! 电话响!

付一生接电话-

付一生! 啊! 是齐科长啊!

律师找到你那了 ! 催着快诉 (

知道了 ! 小李正在换押文书 !

很快就诉 " (刚放下又接起 )

啊) 贾书记呀! 你好! 有啥指

示( 案子的事呀! 是! 不是大

案! 很快就提起公诉了" 案情

不会有啥大变化的! 好的! 好

的)

付一生! (放下电话) 案

子虽小! 关注的人倒不少"

郑玉冰! 那起交通肇事案(

看来! 正如小李所说! 此案还

真是有点蹊跷(

付一生! 通知咱们的人开

个碰头会! 看小李案件审查咋

样了"

,会议室-

付一生! 大家静一静! 咱

案管中心刚成立不久! 对每一

项都要一丝不苟! 现就那起交

通肇事案! 大家再议议! 丛梅

同志先说"

丛梅! 就是一起普通的交

通肇事案! 从案卷审查上! 看

不出有啥大毛病! 就是个别证

言咬合上略有欠缺! 无碍大局"

起诉书都写好了! 抓紧诉就是

了! 没必要鸡蛋里挑骨头! 小

题大做)

付一生! 小李的意见呢(

李娇丽! 丛姐的意见我不

敢苟同" 从案卷上看! 证据上

虽然有犯罪嫌疑人的口述! 也

有受害人受伤的鉴定证明! 但

从伤情上分析! 再加上出事那

天我在现场目击的情况! 以及

今天上午犯罪嫌疑人律师及其

姐姐的反常情况! 我坚定了对

此案定性上持有异议的怀疑 "

我从外围补查了一些证据! 受

害人是遭受了连续二次撞击才

致颅骨骨折$ 颅骨缺损$ 脑疝

的严重后果的! 应该定故意伤

害罪" 受害人受伤后! 至今都

未清醒过来" 犯罪嫌疑人尽管

投案自首了 ! 但他没说实话 !

他想趁受害人昏迷蒙混过关 "

我们绝不能被他迷惑! 匆匆了

案! 里面的一些疑点需要进一

步查清和核实! 对一个怀有恶

意的犯罪嫌疑人! 要罚当其罪!

还事实以公正! 还法律以公平"

丛梅! 小李这么一说! 细

想想! 案件中确实有一些断档"

林石! 哇) 太精辟了! 析

之有理! 新凤清于老凤声"

肖民 ! 高哇 ) 言之有据 !

一浪更比一浪高"

郑玉冰! 行啊! 小荷露出

尖尖角! 初出茅庐不同响"

付一生! 嗬) 小李! 我看

好你哦" 有板有眼! 有理有据"

不过你补查的证据虽然对该案

有帮助 ! 但取证程序不合法 !

咱案管只管案不办案 ! 切记 #

只监督不越位" 把你在现场所

看到的! 以及你掌握的情况马

上和公诉办案人取得联系! 让

他们进一步核实! 让人家去查!

必要时你予以配合! 一定把该

案搞个水落石出! 尽管该案不

是你办的! 也算你一功哦"

(会议室的门忽然被陌生女

人推开)

陌生女 ! 小李 $ 付主任 !

你们都在啊) 报告你们个好消

息! 我爸在医院醒过来了! 他

醒来后就恢复了记忆! 告诉了

我们他出事的经过" 他说出事

那天! 那个司机开着车从他后

面过来挂住了他! 他一着急就

骂了那司机! 没想到那司机跑

到前面掉了个车头又回来冲着

他就撞过来" 我爸眼睁睁看着!

没躲闪急就被撞倒了! 之后就

什么都不知道了"

(众人惊)

肖民! 李娇丽! 神啊你)

丛梅 ! (难为情地一笑 )

青出于蓝胜于蓝! 看来办案不

能凭经验 ! 麻痹思想不能有 !

我向小妹学习并致敬"

李娇丽! 丛姐说哪了! 因

为目睹了一些现场! 才多了解

一些的" 好多东西! 还得向姐

学习呢)

付一生 !

,

站起
-

戒骄戒

躁 $ 戒骄戒躁 ! 证据还需补 !

事实还需查! 还得***

(众人齐喊)

众人! 请示请示! 汇报汇

报
.

!

王 琳

王顾左右 公安官微不能止于“敦请自首”

)"

月
)

日晚!有网友向江西省新

余公安官方微博举报! 称微博注册名

为$王玲
/0123

%的用户 !竟发布吸食

毒品的图片微博并称!$嗨死一个是一

个%"新余公安官微随后回复*虽然就

目前图中反映的情况来说! 不能依法

进行界定!但是奉劝当事人莫违法!违

法必被捉+如果做了违法的事!请尽快

前往附近公安机关自首+

应该说! 新余公安的应对还是得

体的"但在互联网上!部分网民对公安

工作的期待并不止于此! 一些评论开

始质疑警方为何只是 $敦请自首%!而

不是主动出击'

如果我们仅仅将公安官微视为

传统宣传工作一部分的话 ! 微博管

理员的职责将止于发布信息 " 但在

网络舆论场上 ! 这种 $我告知你什

么事 % 的单向信息传递模式 ! 早已

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与公众的期待"

警方的微博管理员不但应是自家信

息的提供者 ! 还应该是涉警线索流

转的第一环节处置者 " 如果没有对

网上线索的初步处置能力 ! 这些线

索将仅仅停留在网上! 而无法与网下

的公安业务连接起来"

当然!在这一个案中!新余公安的

网下行动很快就展开了"

#4

月
*

日 !

新余公安官微再次发布情况通报!称

$

)4

月
'

日! 警方对涉事当事人王某

依法传唤"王某称!今年
'

月
!(

日!她

在新余某娱乐会所与朋友共同吸食
5

粉!并通过微博将吸食照片网上发送"

涉事会所已于
%

月
!&

日依法进行查

处!责令停业整顿
&

个月%"

笔者不太清楚新余官微的管理员

对这一涉嫌违法的网上线索! 在内部

信息流转上负有何种职责! 有无制度

规范"但哪怕是一种$特事特办%!它提

出的问题已经来了* 网络在日益消解

一些本属于不同部门的界限"

以警方为例! 随着社会生活加速

互联网化! 公安系统也成为最先感知

互联网力量的政府部门之一" 从政府

治理的层面观察! 以自媒体为代表的

新媒体! 最重要的特点就在它的消解

力量...它不但消解了报刊# 广播#

电视等传统媒体之间的边界! 它甚至

也消解了传统媒体与个人通信之间的

边界 " 比如微信 ! 对于亿万网民来

说! 微信绝非一个传统的即时通讯工

具! 而具有某种媒体属性" 略显疲态

的微博! 也同样兼具社交与媒体的双

重功能" 对于网民来说! 一个互联网

产品究竟被定位在媒体属性还是社交

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加速了

信息流通! 也日益消解着社群之间的

边界"

对于公安部门来说! 以微博和微

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对公安内部固有的

权力分立状态和传统的警务处理流

程!也构成了冲击"如前所述!公安官

微一旦走上网络舆论场! 就不可能成

为单纯的警务信息发布平台" 新媒体

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最大变化! 就是从

单向传递走向双向互动"这里的互动!

既有传统宣传领域的内容! 又有涉及

公安各业务块的内容" 网络舆论场上

的违法# 犯罪信息必须有一个快速流

转的程序设计! 才能跟得上网络发展

的脚步" 相应地! 一个在公安系统内

的宣传部门! 正在或已经向日益前沿

和枢纽化的公共关系部门转变" 一个

事实性佐证是! 深圳市公安局宣传处

已经易名为 $警察公共关系处%" 这个

新生机构的主要职责有三项! 即警察

公共关系建设# 舆情处置及构建警民

和谐关系" 这三项工作! 与警方各业

务工作均关联紧密" 为警方构建良好

的外部公共关系! 其前提也应当有一

个具备良好协作能力的内部关系" 这

$内网% 和 $外网% 如何关联! 无疑也

得借用时下正热门的互联网思维"

(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连载(六#

本栏目由文艺副刊部主办

见习编辑 李红笛

快乐检察官
)快乐检察官* 讲述了在平安县人民检察院新成立

的&案件管理办公室'发生的系列趣事$剧本用轻松的笔

墨%描写了经验丰富却胆小怕事的案件管理办公室主任

付一生%嫉恶如仇又性格急躁的副主任郑玉冰%知识丰

富又伶牙俐齿的办事员丛梅等鲜活的人物$在轻松的故

事情节中%再现了检察官乐观向上的工作状态%展示了

检察官的精神风貌+职业道德和检察情怀$让更多的群

体进一步认识+了解检察工作+检察机关+检察干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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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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