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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 专家表示，
政法机关近期推出的一系列产权保护举措， 有利于推动
形成更加公平正义的市场环境和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
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定心丸”。

产权保护再添司法“定心丸”

� � � � 30日， 最高人民
法院发布7个人民法
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作用保护产权和企业
家合法权益典型案
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
发布4个检察机关办
理涉产权刑事申诉典
型案例。

“两高”同日发布
案例， 不仅为保护产
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工作作出指引和参
考， 更是向社会发出
了进一步加强产权司
法保护的强烈信号，
有助于推动形成保护
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
益的良好法治环境。

最高法公布首例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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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去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对“顾雏军案”等三起重大
涉产权案件依法再审，让公权力与企业创新创业之间的关系
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据有关部门测算，当前民间投资占全
社会投资的比重达六成，创造了80%左右的社会就业。然而
从“两高”发布的典型案例来看，一些执法部门违法查封扣押
冻结民营企业财产，将经济纠纷视同为经济犯罪，“抓一个人
搞垮一个企业”现象屡有发生。 “更加注重完善产权保护机
制，促进市场主体立恒心、增信心。”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法工
作会议明确，要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企业主个人
与企业、合法企业与犯罪组织、合法财产与违法犯罪所得、企
业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等界限， 严防刑事执法介入经济纠
纷、超标的超范围采取财产强制措施、财产处罚过宽过重等
现象发生，切实保护企业和公民合法权益。

促进市场主体立恒心、增信心

� � � �专家指出， 现行法律关于公私财产之间的区分还不
够明晰，而物权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刑法等关于产权
保护的法律法规还存在模糊地带。熊秋红认为，公权力机
关一旦违法插手经济纠纷， 严重的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活
动甚至导致企业破产。因此，政法部门在处理经济案件时，
应树立“预防大于救济”的理念，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外部
监督制约机制，让公权力不能“任性”。

此外，今年党中央、国务院就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门印
发通知，对黑恶势力犯罪突出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
领域进行打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卢建平对此建议，
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扫黑除恶过程中的产权保护问题，严
格遵循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
权的相关意见，准确认定“罪”与“非罪”的界限，依法处置黑
恶势力犯罪案件的涉案财产。 （据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厘清法律模糊地带，让权力不再“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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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婺城区政府强制拆除许
水云位于金华市婺城区五一
路迎宾巷8号、9号房屋的行政
行为违法……判决如下，责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在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按
照本判决对许水云依法予以
行政赔偿。”近日，最高法第三
巡回法庭对一起行政诉讼案
件作出终审判决。

1月25日上午， 最高人民法
院第三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再审申请人许水云诉被申请人金华市婺
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再审
一案。“最高法实事求是，给了我们一个公
正的判决。” 许水云听到审判长宣读判决
书后难掩激动。2014年9月26日，许水云位
于金华市婺城区五一路迎宾巷8号、9号的
房屋被当地区政府强制拆除。

据了解，2014年10月26日，婺城区
政府发布了房屋征收决定。 但该房屋
于婺城区政府作出征收决定前的2014
年9月26日即被拆除。许水云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请求确认婺城区政府强
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 同时
提出包括房屋、停产停业损失、物品损
失在内的三项行政赔偿请求。 一二审
法院确认了政府的行政违法行为，但
判决通过补偿的程序弥补损失。 许水
云继续向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
申请再审。

在本案中， 关于许水云房屋是被
强制拆除还是属于误拆成为法庭辩论
的第一个焦点问题。 婺城区政府主张
房屋是由于该区块的改造工程指挥部
委托婺城区建筑公司拆除他人房屋时，

因操作不慎导致许某某的房屋坍塌，因
而主张不应由政府， 而是应当由婺城区
建筑公司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

最高法第三巡回法庭审理认为，根
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征收、补偿与强制搬
迁，是市、县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
法定职权。市、县级人民政府既不能将应
当依法由其行使的行政强制权， 委托建
筑公司等民事主体行使； 也不能以房屋
被拆除系民事侵权为由， 要求产权人通
过民事诉讼解决争议。

本案虽然有婺城建筑公司主动承
认“误拆”，但改造工程指挥部工作人员给
许水云发送的短信、许水云提供的现场
照片等均能证实9月26日强制拆除系
政府主导下进行， 故婺城区政府主张
强拆系民事侵权的理由不能成立。婺
城区政府应当作为被告， 并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此外， 双方还就应该通过行政补
偿还是行政赔偿弥补损失的问题展开
了辩论。

“如果通过补偿程序，则一般只
能按照2014年征收决定公告时的市
场价格为基准， 但是因为政府的行政强

制违法， 且许水云本人始终主张用房屋
来赔偿，考虑到2018年房价与2014年房
价相比已经有较大幅度上涨， 如果按照
一二审的判决思路， 对许水云来讲就非
常不公平， 不能体现司法的公平正义。”
本案的主审法官耿宝建说。

最终， 最高法第三巡回法庭维持
了一、 二审法院判决确认婺城区政府
强制拆除许水云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
的判项。 但一审判决责令婺城区政府
参照《征收补偿方案》对许水云进行赔
偿， 未能考虑到作出赔偿决定时点的
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已经比《征收补
偿方案》 确定的补偿时点的类似房地
产的市场价格有了较大上涨，参照《征收
补偿方案》对许水云进行赔偿，无法让许
水云赔偿房屋的
诉讼请求得到支
持；二审判决认为
应通过征收补偿
程序解决本案赔
偿问题， 未能考
虑到涉案房屋并
非依法定程序进
行的征收和强制

搬迁，而是违法实施的强制拆除，婺城
区政府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一审
判决第二项与二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均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责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九十日内按照本判决对许水云
依法予以行政赔偿。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本案判决， 进一步
明确了市、 县级人民政府实施强制搬
迁行为在组织法和行为法上的主体责
任，防止市县级政府在违法强拆后，又
利用补偿程序来回避国家赔偿责任，
回避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对行政强制权
的监督。

（据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 � � �最高人民法院30日公布了一批涉产权保
护典型案例， 其中包括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
员会受理的首例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沈
阳北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辽宁省公安
厅刑事违法扣押赔偿。

专家表示，该案的处理结果体现出政法机关直
面当前产权保护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问题，有利于
推动我国产权保护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这是一起历史跨度比较长的案件：
———2008年，辽宁省公安厅对沈阳市于洪区

兰胜台村村干部黄波等人立案侦查。北鹏公司进入
侦查机关视线。北鹏公司负责人刘华、刘杰被批准
逮捕。此后，刘杰申请辽宁省公安厅变更强制措施
为取保候审，称愿意将非法占地过程中的非法收入
全部上缴。同年9月，辽宁
省公安厅扣押北鹏公司

人民币2000万元，为刘华、刘杰办理了取保候审。
———2010年，本溪中院对黄波等人宣判，

同时作出刑事裁定，对北鹏公司、刘华、刘杰
所涉刑事案件中止审理。

———2014年，本溪中院对北鹏公司、刘华、
刘杰所涉刑事案件恢复审理， 判决北鹏公司、
刘华、刘杰犯非法占用农地罪，免予刑事处罚。
判决未对辽宁省公安厅及直属辽河公安局在
侦查过程中扣押的财务文件和2000万元作出
处理。北鹏公司此后多次要求辽宁省公安厅返
还扣押的财物和文件未果。

———2015年， 北鹏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
赔偿委员会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当年12月，最
高法赔委会在第二巡回法庭宣布， 确认双方

达成的协议，
并作出国家

赔偿决定： 辽宁省公安厅在决定作出之日起
30日内返还北鹏公司被扣押的人民币2000
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83万元。

据介绍， 该国家赔偿案由最高人民法院
副院长、二级大法官陶凯元担任审判长，这也
是自1995年国家赔偿法正式实施以来最高人
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赔偿的第一起刑事违
法扣押国家赔偿案。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在
案件中， 一大焦点问题就是公安机关扣押2000
万元和财务账本的时间、方式、理由。国家行政
学院法学教研部副主任杨小军说， 本案中侦查
机关没有在刑事诉讼结束之后发还被扣押的
2000万元，形成继续扣押的法律状态。国家赔偿
决定认定，辽宁省公安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对
上述扣押款项不予返还，不符合法律规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诉讼法室主任
熊秋红表示，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采取扣押措
施本身合法，但在被告人被定罪量刑之后，公安司

法机关对涉案财物处置不及时的问题较
为突出。该案结果说明，这种行为是违法
的，公安机关不仅应当返还扣押的涉案财
物，而且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值得注意的是，该案的赔偿请求人是
被生效判决定罪免刑的，这既不同于以往
的刑事冤狱赔偿，也不同于行政或民事的
国家赔偿。陶凯元表示，尽管赔偿请求人
构成了犯罪，被法院定罪免刑，但这并不
意味他们就没有了合法权益。“我们仍然
应该依法保护他们与犯罪无关的民事权
益、财产权益，而不是无所分别。这是本案
审理的重要意义之所在。”熊秋红说。

（据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组合拳”
增强企业“安全感”

� � � �为落实中央有关精神，公安、检察、法院系统联
手发力，打出了一套产权保护“组合拳”。

最高检、 公安部对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
的规定作出修订， 要求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
时， 要妥善处理维护市场秩序与激发社会活力的关
系，审慎把握处理产权和经济纠纷的政策，准确认定
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性质。 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
机关综合发挥打击、预防、监督等检察职能，强化刑
事申诉检察环节产权司法保护工作， 并开展为期一
年的涉产权刑事申诉、国家赔偿案件专项督察活动。
最高法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对企
业家在生产、经营、融资活动中的创新创业行为，只要不
违反刑事法律的规定，不得以犯罪论处。

“此次最高检、公安部对公安机关侦办经济案件的行
为进行规范，特别就涉案财物处置作出一系列细化规定，
兼顾了刑事司法与产权保护平衡。”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诉讼法室主任熊秋红说。

兼顾刑事司法与产权保护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