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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写反腐小说教育他人袁 一边
进行自己口诛笔伐的贪腐行为浴近日袁
山西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院 忻州职业
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晋原平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袁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
调查遥除了众所周知的野厅官冶身份袁晋
原平还有一个颇受关注的标签院 反腐
作家遥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袁 笔下大义
凛然的他袁自己就是个腐败分子遥 有
网友犀利点评院野曾奋笔写就 叶生死
门曳叶权力场曳叶大欲壑曳袁今自身难抵
耶大欲壑爷袁在耶权力场爷迷失自我袁厅
官作家面临耶生死门爷遥 冶也有网友调
侃袁晋原平野最后一部作品是叶自省
录曳冶遥

照常理袁一个写反腐小说的人袁他
对腐败的理解应该比一般人更深袁面
对诱惑与考验袁 拒腐防变的定力也会
更强遥 然而袁笔下奉劝人们野固守那道
底线冶的晋原平袁自己却走上了腐败之
路遥 野腐败是一条不归路冶野守住底线袁
不碰红线冶噎噎这些道理袁就连他的读
者都耳熟能详袁 而他自己竟然反其道
而行之遥

事实表明袁在腐败面前袁没有谁
具有天然的 野免疫力冶遥 不用说是写
反腐小说的野厅官冶作家袁如果不持
续锤炼党性尧强化自律意识袁任何一
名党员干部袁都有可能野一失足成千
古恨冶遥

反腐作家成了野腐败主角冶袁也给

领导干部提了个醒院说教别人容易袁自
省自警实难遥 据媒体报道袁 晋原平在
野落马冶3个多月前袁 还曾当众以一名
被查处的下属为野反面教材冶院野小小的
副科级干部袁 为何能如此胆大妄为冶袁
并要求本单位 野每个人都要进行深刻
反思冶曰在其反腐小说中袁晋原平更是
野高调反腐冶遥 遗憾的是袁 他的那些话
语袁从来都是给别人留用的袁而唯独与
他自己无关遥 又或者说袁 他在大庭广
众尧字里行间的义正词严袁不过是一堆
野假把式冶遥

拒腐防变袁从野我冶做起袁这不是一
句空话遥 谁要是在这个问题上 野玩虚
的冶袁 不是知行合一而是口是心非袁最
终麻痹耽误的只能是他自己浴

4月 10日袁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宣
判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
本袁违规披露尧不披露重要信息袁挪用
资金再审一案袁 撤销了原判对顾雏军
的部分罪名量刑袁 部分原审被告人被
宣告无罪袁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遥

一起始于十多年前的涉产权旧
案袁为何波澜不断钥因为无论在中国司
法史还是商业史上袁 顾雏军案都被视
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遥 民营企业及
企业家经营中的不规范行为如何处
理钥 产权司法保护进程中的历史遗留
问题怎么解决钥 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
错案冤案怎样纠正钥可以说袁顾雏军案
的有力纠偏袁 既体现了党中央平等保
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尧 营造公平
竞争环境的要求袁 又向全社会释放了
产权司法保护的积极信号袁 对于激发
企业家创业创新动力袁 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袁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遥

从法治意义来看袁 再审过程堪称
依法治国的一堂法治公开课遥 2018
年袁 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两批共
13 件人民法院依法保护产权和企业
家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袁 坚持有错必
纠袁错到哪里纠到哪里袁全案错了全案
纠正袁部分错了部分纠正袁既不遮丑护
短袁也不搞野一风吹冶遥

从社会效果来看袁 甄别纠正一批
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袁 是完善产
权保护制度尧 依法保护产权的生动实
践遥 一段时间里袁一些企业在环保尧社
保尧质量尧安全尧信用等方面存在不规
范尧不稳健甚至不合规合法的问题袁在
加强监管执法的背景下必然会面临很
大压力曰 一些部门工作中存在不应该
有的政策偏差袁在平等保护产权尧平等
参与市场竞争尧 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
方面还有很大差距遥 对顾雏军案的再
审改判袁 通过为民营企业提供优质高
效的司法服务和保障袁 清晰传递出中

央依法保护产权尧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的政策风向袁 有助于增强企业家人身
和财产安全感袁 激发干事创业的企业
家精神遥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袁 习近平总
书记明确指出袁野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
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袁 要以
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袁按照罪刑法定尧疑
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袁 让企业家卸下思
想包袱袁轻装前进遥 冶以顾雏军案为契
机袁加大涉产权错案的甄别纠正力度袁
切实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水平袁 让各
类产权主体都能得到法律公平公正的
对待袁 全心全意为广大企业尤其是民
营企业做强做优保驾护航遥

近日袁 四川省成都市纪委监
委通报了 5起形式主义尧 官僚主
义典型案例袁 其中 1起是新都区
石板滩镇农发办原主任周洋金履
职不力问题遥 2011年至 2014年袁
周洋金在审核 5家合作社申报的
土地流转尧 蔬菜基地建设等农业
补贴项目时袁 未按规定对申报土
地流转面积进行实地测量袁 仅采
用目测方式予以认定袁 导致国家
惠农补贴被骗取 137.68 万元 遥
2018 年 3 月 9 日尧2019 年 1 月 3
日袁周洋金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尧开
除公职处分遥 其涉嫌犯罪问题已
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置遥 其造成的
137.68 万元经济损失已全部追
回遥 这正是要要要道是火眼金睛袁原
来四肢无力遥 为官浑浑噩噩袁整治
绝不含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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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给黑洞照片打
上水印备受质疑袁后因
国旗尧国徽等照片违规
被迫道歉袁随后以版权
保护之名谋利的商业
模式遭到讨伐噎噎最
近袁5500 万光年外的黑
洞袁让野视觉中国冶这个
图片网站遭遇前所未
有的危机袁并在互联网
上引发有关版权保护
的热烈讨论袁令人始料
未及遥

事件发酵之后袁天
津市网信办就视觉中国
网站传播违法有害信息
情况袁 连夜约谈网站负
责人袁 责令全面彻底整
改遥国家版权局也表态袁
野各图片公司要健全版
权管理机制袁 规范版权
运营袁合法合理维权袁不
得滥用权利冶袁并把图片
版权保护纳入 野剑网
2019冶专项行动遥据最新
消息袁 视觉中国网站已
经暂时关闭网络服务袁
天津市网信办成立的工
作督查组业已进驻企
业袁指导督促整改工作遥
相关部门及时回应公众
关切尧加强督促整改袁彰
显了 野不容企业胡作非
为冶的鲜明态度袁值得点
赞遥

某种意义上袁 事件
的一波三折袁 既让相关
企业重温了野敬畏市场尧
尊重规则冶的朴素道理袁
也给公众上了一堂意义
深远的版权保护公开
课遥近年来袁从完善知识
产权保护的政策法律体
系袁 到经营者将产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袁再到野葛优躺冶维权案尧郑渊洁
童话形象商标维权案等典型案件加深
公众产权保护的意识袁来之不易的产权
保护环境和社会共识袁见证了我国知识
产权事业的坚实步伐遥 这其中袁以视觉
中国为代表的版权管理交易公司袁发挥
了重要作用遥 但问题在于袁当版权保护
背离了保护所有者利益尧促进文化事业
发展这样一个初衷袁 异化成一本万利的
暴利生意袁就需要格外警惕遥

野尊重著作权袁不意味要耶尊重爷视觉
中国的经营方式曰 吐槽视觉中国袁 也不
能损害来之不易的保护知识产权的社
会共识遥 冶互联网讨论中袁这样的声音反
映出此次风波袁已经超出纠正个别企业
行为的意义袁很大程度上构成我国知识
产权保护进步的一个鲜明注脚遥企业是
市场的主体袁在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
的同时袁关键在于汲取教训尧规范经营
行为袁对图片使用尧版权归属尧内容审
核尧侵权裁量等环节袁拿出符合法律规
范尧经得起市场检验的优化举措遥 也要
检视自己的商业伦理袁重新确定自己的
企业价值袁真正以版权保护来助力市场
健康发展袁以优质产品服务来赢得用户
和尊重遥

当然袁 置身一个开放共享的互联网
时代袁版权保护面临的新挑战袁要求管理
必须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遥 客观来说袁相
比较快速发展的市场需求尧 不断迭代的
产品创新袁版权保护体系还存在不完善
的地方袁尤其是网络转载规范尧新兴媒
体图片使用尧市场交易规则等方面的短
板袁给违法违规者以可乘之机遥 解决这
些问题袁 技术创新提供了一个思路袁但
还需完善法律体系尧 强化市场规范尧加
大监管力度袁更需要全社会形成正确的
版权保护观遥 惟其如此袁版权保护之路才
能走得更好袁 黑洞照片才不会成为版权
野黑洞冶遥

走
好
版
权
保
护
之
路
，别
让
黑
洞
成
为
﹃
黑
洞
﹄

阴

沈
慎

顾雏军案改判，
让企业家轻装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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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把式”只会麻痹耽误自己
阴韩亚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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