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号评论“律师是猪头”

律师不满法院将其置顶

本刊主笔： 陈宏光

The Lawyer Weekly

社址 ： 上海市小木桥路 268 弄 1 号 (200032) 电话总机 ： 34160933 订阅热线 ： 33675000 广告热线 ： 64177374 交通安全周刊电话 ： 28953353 零售价 ： 1.50 元 上报印刷

律师

周刊

天津

组建民营企业服务律师团队

11 月 19 日， 天津市律师行业民营企业

法律服务团正式成立。 天津市律师协会会

长、 律师服务民营企业专项活动领导小组

组长进行动员部署。

天津律师行业近日出台了 《天津市律

师行业服务民营企业法律专项活动工作方

案》， 成立天津市律师行业服务民营企业法

律专项活动工作领导小组， 组建法律服务

团， 为天津市民营企业开展专项法律服务

工作。

民营企业法律服务团由百名熟悉经济

业务、 熟悉民营经济发展政策、 综合素质

较高的天津律师组成， 将充分发挥专业优

势作用， 在助推民营经济发展， 推动天津

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上作出新探索和新贡献。

此次专项活动旨在关注民营企业法治

需求， 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帮助民营

企业完善治理结构， 健全管理制度， 防范

法律风险， 化解矛盾纠纷， 推动将法律保

护关口进一步前移， 促进民营企业依法决

策、 依法经营、 依法管理、 依法维权， 努

力为我市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优质法律服务

和坚实的法治保障。

下一步市律协将开展 “一中心一体检”

等专项服务活动。 “一中心” 即组建服务

民营企业专项工作研究中心 ， “一体检 ”

即为民营企业开展专项法治体检活动。 同

时， 法律服务团将根据法治体检反映出的

民营企业在管理、 经营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为民营企业制定个性化的改进方案， 保障

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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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扬子晚报》 报道， 全

国瞩目的于欢家人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案 11 月 14 日在山东省

高唐县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当

日该院的微信公众号上也公布

了案件审理结果， 但令人大跌

眼镜的是， 该文的评论精选置

顶中竟出现了辱骂做无罪辩护

的律师是 “猪头” 的留言， 留

言的网名是 “法纳百川”。

目前， 该案的辩护律师殷

清利已向高唐县公安局鱼邱湖

派出所报案， 派出所已向律师

出具 《受案回执》。 那么， 法

院官方微信公众号， 为何会出

现辱骂辩护律师的不当留言

呢？ 记者采访了相关律师和高

唐法院。

法院公众号

发布骂律师评论

2018 年 11 月 14 日 ， 山

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被告单位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

司、 山东赛雅服饰有限公司，

以及被告人于西明 （于欢父

亲）、 于家乐 （于欢姐姐）、 苏

银霞 （于欢母亲 ）、 张振永 、

程笑、 樊正安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案。

此案因为涉及 “母亲受辱

杀人” 案当事人于欢的家人而

备受社会关注。

高唐法院也在其官方微

博、 微信公众号发表有关此案

的宣判文章。 但令人大跌眼镜

的是， 于欢家人的辩护律师殷

清利， 当天在该案宣判文章的

留言评论区的置顶精选中竟然

发现辱骂辩护律师是猪头的言

论。 殷律师立即将该辱骂评论

进行了截屏保存。

记者在该留言的截图上发

现， 该留言的发布者名为 “法

纳百川”， 其图像为一宠物狗，

内容为 “做无罪辩护的律师是

猪头吗 ？ 博人眼球 ， 颠倒黑

白， 跳梁小丑猪， 恶心”。

殷律师在他自己的微信公

众号中发布了该评论截屏， 并

称该内容被阅读 3 千多次， 目

前该微信公众号文章阅读量达

5393 次 ， 殷律师认为 ， 该评

论 “对辩护律师名誉造成极为

恶劣的影响， 足以贬低辩护律

师的人格， 在法律界及普通大

众中产生影响极为广泛的极端评

价。”

殷律师认为从 “法纳百川”

的微信名称来看， 此人极可能系

法院等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 那

么其发布此内容的行为就更为恶

劣。

要求告知身份

暂未获得回复

记者随后联系上殷清利律

师， 了解了事件整个经过。

由于于欢案全国瞩目， 所以

对涉及于欢家人的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案件， 高唐法院也非常重

视， 今年 7 月开庭审理时， 全法

院出动， 连续 4 天开庭， 周六周

日加班。 共开庭 17 次。 每天从

早上八点半开庭， 一直到晚上九

十点钟才结束。

庭审上控辩双方激烈辩论，

历时时间长， 控辩双方的体力和

精力消耗都比较大。 庭审中， 殷

清利等 5 位律师为于欢家人一方

做的是无罪辩护。

11 月 14 日公开宣判时， 于

欢家人一方 5 位辩护律师有 4 位

到庭听取宣判。 殷律师因故未到

庭， 但通过该院的微信公众号来

关注该案的宣判结果。

当天中午 12 点左右， 该院

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该案的审判

结果， 这时候还没有评论留言。

但下午一点多钟后， 殷律师再次

翻阅该审判结果的评论留言时，

吃了一惊， 评论留言区竟然出现

了称辩护律师为猪头的留言， 而

且被放在置顶的位置。 于是殷律

师赶紧截了屏。 时间显示是 1 点

49 分。 然后殷律师将此事告诉

了其他几位辩护律师。

对于这个留言评论， 几位辩

护律师的心情都很复杂， 也很气

愤。

殷律师告诉记者， 原本以为

宣判了， 该案就告一段落了。 双

方该上诉就上诉。 可现在又莫名

冒出了这么一档事， 他们认为法

院官微放出这样的评论而且置

顶 ， 明显是对辩护律师个人有

“意见”。

整个开庭的过程中， 法院是

在对他们个人有意见的前提下审

理的。 对于这段所谓的 “猪头言

论”， 殷律师当天下午 2 点半打

电话报了警。 报警之后， 大约当

天下午 3 点， 殷律师发现这段评

论就没了。

第二天， 也就是 11 月 15 日

下午， 殷律师打通了高唐法院一

位周副院长的电话， 询问该评论

的发布者和管理者调查的进展情

况。 周副院长称法院正在尽快调

查此事， 很快就会有结果。

半小时之后， 殷律师就接到

河北某市律协的一位领导的电

话， 转达了高唐法院的意见： 约

双方见个面， 赔礼道歉。 殷律师

要求先告知该评论发布人的身份

职务。

律协领导称可能是该法院的

一位庭长， 但殷律师明确表示拒

绝见面。

之后， 殷律师多次拨打周副

院长电话， 对方都不接。

11 月 18 日， 殷律师赶到高

唐法院所在辖区的派出所———高

唐县公安局鱼邱湖派出所报案，

提供了相关证据。 派出所开具了

受案回执。

对于 “猪头律师” 的评论留

言， 殷律师表达了自己的诉求：

一 、 要求告知评论者的身份 。

二、 二审上诉时， 提出对于欢家

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管辖

异议 ， 以减少对案件审理的干

预。 三、 追究评论者的责任。 要

求调查该评论删除时， 是否达到

5 千次以上的阅读量。 因为他在

截屏时， 该评论的阅读量已经达

到 3 千多次， 如果删除时达到 5

千以上的阅读量， 就够得上网络

诽谤罪的量刑了。 如果达不到 5

千， 也该给予辱骂者治安行政拘

留或治安行政处罚。

副院长没接电话

称正在法院培训

为了了解该事件的调查进

展， 记者采访了高唐法院的多位

人士。 记者首先拨通了高唐法院

纪检组王组长的电话， 这位王组

长称不太了解法院微信公众号上

发生的这起事件， 要记者联系该

院的研究室。 称研究室负责法院

微信公众号的管理和发布， 并向

记者提供了研究室的电话。

可是研究室接电话的一位女

士称她并不负责微信公众号， 并

提供了微信公众号管理人的办公

电话 ， 可是该电话一直无人接

听。

随后， 记者直接拨打了该法

院周副院长的手机，两次打通，前

一次很快被掐断， 第二次无人接

听。 但记者在第二次拨打该手机

时接到该电话号码发来的短信。

短信称“正在省法院培训学习”。

记者联系了高唐公安局鱼邱

湖派出所的赵立民警官， 赵警官

称已经接到了在高唐法院微信公

众号上被辱骂 “做无罪辩护的律

师是猪头吗？” 相关律师的报案，

但对于 “评论发布者是谁？ 何时

能公布调查结果” 的提问。 赵警

官的答复非常简洁： 正在调查，

将尽快发布！ （杨志敏）

近年来， 性侵害、 虐待

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屡

屡发生， 给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带来严重影响。 最高人民

检察院日前发布第十一批指

导性案例， 对检察机关办理性侵、 虐待未成

年人违法犯罪案件进行办案指导。

虽然发布的仅是三起案例， 却厘清了不

少重要问题， 包括性侵幼童案件的证据标准

和 “情节恶劣” 的认定、 明确无身体接触也

可认定猥亵、 对虐待儿童检察机关可提起公

诉等等。

最高检将这三起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

案件作为指导性案例发布， 一方面展现了检

察机关加强未成年权益保护的坚决态度， 另

一方面旨在通过指导案例明确未成年人权益

保护中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 统一认识， 准

确适用法律， 提升办案质效。

总之， 性侵虐待幼童， 法律必将严惩！

陈宏光

性侵虐待幼童

法律必将严惩

资料照片

主笔 话闲

据 《沈阳晚报》 报道， 11

月 6 日，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 《关

于在民事诉讼中实行律师调查

令的若干指导意见 （试行 ）》

（以下简称 《意见》）。 《意见》

出台的初衷是为切实维护当事

人合法权益， 强化律师依法调

查收集证据的作用。

律师调查令是指民事诉讼

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因客观原

因不能自行调查取证， 提出书

面申请，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

确有必要而批准签发的， 供指定

代理律师向相关单位、 组织和个

人调查收集特定证据、 调取财产

线索的法律文件。

《意见》 要求， 律师调查令的

签发和使用应当坚持自愿申请、

严格审查 、 事项具体 、 专人使

用的原则 。 律师调查令仅限于

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普通一审、

二审及执行程序 ， 不包括申诉

审查和再审 。 辽宁法院签发的

律师调查令仅适用于辽宁省境

内。

申请调查的证据仅限于申请

人正在代理的案件， 且与待证事

实具有关联性及调查收集必要

性。 持律师调查令收集的证据主

要指银行账户、 登记资料、 档案

材料等书证、 电子数据、 视听资

料、 鉴定结论、 勘验笔录， 不包

括证人证言、 物证。 第二审程序

中， 申请调查的证据限于一审没

有提交的证据。 执行程序申请调

查的证据限于与被执行人的财产

状况和实际履行能力有关的证据

或财产线索。

根据案情繁简和调取证据难

易程度， 律师调查令的有效期限

一般不超过十日， 特殊情况不得

超过十五日。

接受调查人应积极配合律师

持令调查工作。 接受调查人无正

当理由拒不履行协助义务的， 可

由发出律师调查令的人民法院向

其上级机关或其所在单位出具司

法建议， 并可依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 之规定予以处

理。

（王立军 严怡娜）

辽宁明确律师可持令调查收集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