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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观察FZ

看图说事FZ

据报道，作为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公开
平台，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线 4 年多来，累计公
开裁判文书超过 3247 万篇，包含 7600 余篇民
族语言文书；总访问量突破 100 亿次，日均访
问量达 1729 万人次，其中超过 17.5 亿的访问
量来自海外，访问范围覆盖全球 210 多个国
家和地区。(8 月 27 日《光明日报》)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自由地从网络中
检索和查阅到自己所关心的任何裁判文书，
是许多人的梦想。现在，修订后的《民事诉
讼法》增加规定，公众可以查阅发生法律效
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同时，进一步规定判

决书、裁定书都应当写明判决、裁定结果以
及作出判决、裁定的理由。文书公开，使得
司法公开从过程公开为主转变为过程与结
果公开相结合。

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之所
以会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裁判文书在互联
网公开既来源于人民法院对司法公开工作
的高度自信，也承载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功
能，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司法知情权已成为
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和推行民主政治的重
要前提。现行宪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
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

行。”公开审判既包含公开审理，也包含法院
向公众全面展示其调查案件、确认案情、适
用法律、论证理由、作出结论的全部过程与
内容。另一方面，裁判文书公开，有利于公
众对司法实施监督。在审判结果公开的背
景下，法官必须严格按照诉讼程序来审理，
必须充分运用证据规则来判断，必须准确援
引法律规定来裁决，有助于实现司法决策透
明和发扬司法民主的价值功能，从而促进司
法的公正。

裁判文书公开所承载的最大希望还在
于“以公开促公正”。法院上网公示裁判文

书，将法官审理案件、认定证据、分析法律的
过程充分展现了出来，让公平正义为更多人
所看到，能够起到延伸司法效果的作用。

此外，裁判文书的公开，能让当事人和
公众清晰地看到国家司法权是否在法律和
理性的范围内被运用、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和 基 本 人 权 是 否 得 到 了 应 有 的 尊 重 和 保
护。司法需要全面公开，不能选择性公开，
要 做 到“ 以 公 开 为 原 则 ，以 不 公 开 为 例
外”。司法越透明，社会越能够监督司法，
公众就越对司法增加信赖感，司法就越具
有权威性。 （北青）

浙江杭州市日前出台《杭州市党政领
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办法
（试行）》，明确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
追究制。

明确了终身追究制，对一些领导干部
唯 GDP 是瞻的惯性意识必将是一种有力
纠偏。 （北晨）

近日，限制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
机制在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启动。在
闵行区内，曾有强奸、猥亵等涉性侵害违法
犯罪记录的人员，将被禁止从事与未成年人
有密切接触的行业。据悉，《关于限制涉性
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办法（试行）》规定，
涉未成年人行业包括教育单位、培训机构、
医疗机构、救助机构、游乐场所、体育场馆、
图书馆。（8 月 27 日《北京青年报》）

“禁止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进入涉未
成年人行业”，其最主要的法律依据其实就
是刑法中“从业禁止”的相关规定。作为一
种属于非刑罚方法下的保安处分举措，“从

业禁止”被广泛用以预防犯罪、维护公共利
益。其核心逻辑在于，着眼于行为人所具有
的危险性格，为了保持社会治安，同时以改
善行为人为目的，而施以特定的职业隔离
——这一条款尽管也能直接适用性侵类案
件，但若不进行必要的细化和转化，还是存
在着技术层面的极大不便。

从一般性的、通用的“从业禁止”条款，到
专门的、针对性的“未成年人行业禁入”规定，
最显著的变化有两点。其一，就是明确了“禁
入”的范围，由笼统禁止从事“相关职业”，到
具体罗列出一系列涉未成年人行业；其二，便
是延长了“禁入”的期限，由禁入三年至五年

到终身禁入。这一系列的立法努力，都传递
出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未成年人保护无
小事，唯有建构最严格的筛选标准和保护机
制，方可在最大程度上杜绝风险。

统计表明，性侵犯的再犯率高。这一严
峻现实也表明，建立性侵罪犯特定行业禁入
机制尤有必要。对于性侵施害者，司法部门
过往大多只是判刑了事，这显然远远不够。
与之相较，确立包含惩戒、追踪、区隔和矫治
等多措并举的立体性善后应对体系，才是一
个成熟法治社会的应有表现。在这其中，探
索并推广“涉未成年人行业禁入”，注定是至
关重要的一环。 (西晚)

禁职工骑车上下班
侵权的关爱不是爱
陕西西安铁路局宝鸡工务段职工反映，近日单位全面禁

止骑车上下班，如有违反者将扣分罚款。对此，宝鸡工务段
解释称，出台这样的规定主要还是为职工安全着想。

禁止职工骑车上下班，无论是否经过了单位工会和职工
代表大会，都侵犯了职工有选择交通工具的权利，涉嫌违
法。单位出台这种“禁令”，或许是在关爱职工，为职工好。
但是关爱职工，也不能越权，因为侵权的关爱不是爱，反而是
一种害。 （北晨）

假冒政府名义
挂横幅该重罚
陕西榆林城区一理发店开业，悬挂的

30 条条幅中有两条格外扎眼，内容是榆林
市政府、榆阳区政府祝该店开业大吉。因
为假冒政府名义挂横幅，这家理发店被工
商部门处以 20 万元的罚款。（8 月 27 日《华
商报》）

利用政府机关名誉扩大影响，提高自
己的知名度，是许多商家不惜花费心思自
己花钱制作祝贺横幅，甚至铤而走险擅自
假冒党政机关名义悬挂祝贺横幅的唯一
目的。不知情的公众就会误认为这个商
家与政府机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背后
甚至会有政府官员为其充当“保护伞”，所
以才有网友感觉到这家理发店“来头不
小”。因此，商家假冒政府名义挂横幅，严
重伤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悬 挂 此 类 祝 贺 横 幅 也 涉 嫌 虚 假 宣
传。我国《广告法》明文规定，禁止行政机
关单位参与商业性广告。在挂出“不实”
横幅之际，商家也忽视了企业“诚信经营”
的立足原则。

因此，对于这种假冒政府名义挂横幅
的行为，就该依据《广告法》予以重罚，让
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并且还能警示他
人，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新京）

裁判文书网上公开彰显看得见的正义

性侵罪犯职业禁入值得推广

损害环境
终身追责

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

公 告
（2017）琼 9003 民初 1267 号

谢壮廷：
本院受理原告童杰勇诉被告谢壮廷、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琼9003民初1267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被告谢壮
廷赔偿原告童杰勇1849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驳
回原告童杰勇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元，公告费1600元，由被告
谢壮廷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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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海南
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

公 告
（2017）琼 9003 民初 40 号

符军助（460003198509107611）：

本院受理原告海南中方投资有限公司诉被告符军助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琼 9003 民初 40 号

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1、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偿还借款 105829 元；2、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

逾期付款违约金；3、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海南省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

公 告
（2017）琼 9003 民初 3166 号

朱碧桃：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勤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 08 时 30 分在本院
第五法庭依法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遗失声明
文昌文城简美设计装饰制作中心，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410009315302，已
遗失，特此声明。

员工离职被裁决支付违约金

2016 年年初，地处浙江三门的一家胶
带公司为了占领新产品领域的市场，采购
了一套无缝胶带高新生产设备，并聘请龙
某作为技术人员，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
和《保密协议》，约定合同期限为 2 年，胶带
公司为龙某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
专业技术培训，如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
按约支付违约金 10 万元。

同年 3 月，胶带公司向广州某厂购买了
环形无接缝同步带制造设备，总价款 35 万
元，其中设备款 15 万元、技术培训费 20 万
元。4 月至 5 月期间，龙某和另一名技术人

员前往广州培训。7 月，龙某单方面向胶带

公司提交了离职表，公司人力资源部明确告
知其签有服务期合同，不同意其离职，但龙
某提交离职表后一走了之，再也没来上班。
无奈之下，胶带公司向三门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经仲裁委裁
决，龙某支付给胶带公司违约金7.5万元。

擅自离职构成违约应担责

龙某因不服仲裁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判令自己无需支付违约金 7.5 万元。龙
某认为，劳动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除用人
单位出资为劳动者提供专项技术培训外，
原则上无需支付违约金，而公司没有为其
提供专项培训，故无需支付违约金。

而胶带公司辩称，公司采购了一套生
产线，包含技术培训费 20 万元，并与龙某及
另外一名技术人员分别签订了《劳动合同》
和《保密协议》，均约定如违反服务期约定
需支付违约金 10 万元。2016 年 4 月底至 5
月初，公司派龙某及另一名技术人员去设
备供应商处培训，回来后，龙某仅工作了 2
个月左右就向公司提交离职表，龙某不顾
公司意见任性离职，违反合同约定，应按约

定支付违约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胶带公司采购的设

备款中包含培训费，并对龙某进行专项技

术培训，而龙某培训完毕后在约定的服务

期限内未经公司同意擅自离职，其行为构
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结合尚
未履行的服务期限为 18 个月，故作出上述
判决。

法官提醒：
约定服务期 辞职要慎重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

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

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

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

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数额不

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

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

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法官提醒广大劳动者，特别是经用人

单位出资培训过并约定了服务期限的劳动

者，在选择辞职时，最好经用人单位同意协

商解除，不可随意辞职，否则，极有可能要

承担巨额违约金，要慎之又慎。 （中法）

堂兄妹水坑溺亡
家属起诉索赔

承包土地的公司及村委
会被判各担责20%

去年 1 月 24 日，安徽肥东县梁园镇鲁
岗村一个数平米的水坑内发生了悲剧，一
对年幼的堂兄妹掉入水坑，被救起时他们
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事发后，两名孩子
的家长将承包土地的公司以及辖区村委
会诉至法院，要求两方赔偿。近日，合肥
市中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

堂兄妹掉入水坑身亡

9岁的大宝(化名)和8岁的小娟(化名)，
是堂兄妹。去年1月24日，堂兄妹俩一起出
门玩耍，后来不见了踪影。随后，家人在离
家约 500 米的一个水坑内发现了已溺亡的
堂兄妹俩。

据了解，早在 2011 年，辖区鲁岗村委
会与安徽某某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下
称农业公司)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合同》，村委会将位于鲁岗村合蚌路 19
公里段西侧，240 亩土地出租给农业公司
从事农业生产。合同签订后，农业公司在
租赁土地上建造大棚，从事农业生产。农
业公司的大棚旁有一水坑，由公司人员平
常洗菜使用。水坑没有保护措施，最终导
致了两名孩子身亡的悲剧。为了讨一个
说法，大宝的父母以及小娟的父母将农业
公司和鲁岗村委会诉至肥东县法院索赔。

涉事各方一起担责

肥东县法院审理认为，本起事件是孩
子在村旁玩耍时不慎落入水坑溺死，事发
时两名孩子未满十周岁，父母是其监护
人，对孩子的安全负有法定义务，监护人
承担主要责任，法院酌定家长自行承担
60%的责任。

该水坑在农业公司承包土地区域内，
平时由该公司人员使用，水坑周围无任何
防护设施，因此，农业公司应对孩子的死
亡承担 20%责任。鲁岗村委会作为事发水
坑的所有人，对辖区内的水坑具有维护、
管理，确保安全的义务，因未尽到应尽的
义务，村委会应承担 20%责任。

据此，法院判决，农业公司赔偿两名
孩子父母死亡赔偿金等各 12.5 万余元，鲁
岗村委员赔偿两名孩子父母死亡赔偿金
等各 12.5 万余元。农业公司不服一审判
决，提起上诉。近日，合肥市中院终审维
持原判。 （安商）

炒老板“鱿鱼”也有风险
浙江一员工合同期内擅自离职被判支付违约金7.5万元

近年来，随着人力资源的市场
化运作及用工方式的多样

化，因劳动者跳槽引发的劳动争议纠
纷激增，员工炒老板“鱿鱼”一般无需
赔偿，但约定了服务期限的劳动者提
前毁约可能要承担违约责任。近日，
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劳
动争议纠纷案件，判令龙某支付给胶
带公司违约金7.5万元。

根据“两高”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组织和利用邪教
组织，策划、实施、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或者颠覆国
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零三条、
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即分别构成分
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
政权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组织、策划、
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
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组织、策划、
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对首要分子或者
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
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
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
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于危害国家
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案例】汤某，男，37 岁，高中文化，农民；李某，女，56 岁，
小学文化，农民。2010 年 7 月 15 日，形迹可疑的汤某、李某被
巡逻人员依法询查时，发现二人的包内装有《九评共产党》等

“法轮功”宣传材料。随后，公安机关对二人租住场所进行了
搜查，查获《九评共产党》等“法轮功”反动宣传材料 500 余份
及存有大量“法轮功”反动宣传内容的 MP4 一个。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汤某、李某从事“法轮功”邪教活
动，煽动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
已触犯刑律，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依法判处汤某有期
徒刑两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依法
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
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
一，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应受到
何种处罚？

蔡女士是某健身中心游泳馆会员,2016
年 7 月 25 日 18 时 45 分,吃过晚饭的蔡女士进
入泳池,视频显示其 19 时 7 分进入深水区开
始游泳,后开始在水中挣扎、扑水,现场救生
员约两分钟后发现其溺水并将其救上岸进
行施救,后送往医院。7 月 27 日凌晨 1 时,蔡

女士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鉴定,蔡女士的死亡原因为：溺水致心

跳呼吸骤停,经心肺复苏术后长期处于昏迷
状态,继发肺部感染等,最终因多器官功能衰
竭而死亡。蔡女士的家属认为,该健身中心
游泳馆工作人员未及时发现和施救,导致蔡

女士溺水身亡,于是将某健身中心游泳馆告
上法院,要求赔偿各项费用共计 100 余万元。

近日，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对此案审理
后,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及双方过错程度,判令健
身中心游泳馆赔偿蔡女士家属 48 万余元。

本案中,健身中心游泳馆虽证照齐全、配
备了符合规定的救生员、观察台并在发现蔡
女士溺水后进行了急救处理,但其未能在第
一时间发现蔡女士发生意外,未能尽到必要
的安全保障义务,对蔡女士的溺水死亡存在
过错。蔡女士发生意外时距离其刚学会游
泳时间较短,且在刚吃过晚饭后一人游往深
水区,其自身亦存在过错。 (法日)

健身中心会员游泳溺亡
游泳馆未尽必要安全保障义务被判赔48万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