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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
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校外辅导机构
培训老师猥亵儿童案件一审宣
判遥 法院判处被告人官某某有期
徒刑五年袁 同时禁止被告人官某
某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五年内
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职
业遥

这是当地在 2019 年 4 月出
台 叶关于建立防范性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入职查询工作协作机制的
暂行办法曳后发出的首份野从业禁
止令冶袁也是认真落实最高检野一
号检察建议冶取得的又一成果遥
推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野他是老师袁我不敢反抗遥 小

女孩一直重复着这句话袁 让人特
别揪心袁 也让我们感到未检工作
任重道远遥 冶今年 4月袁该院办理
了一起校外辅导机构培训老师猥
亵儿童案件袁 年幼被害人的话令
承办检察官格外心痛遥

为进一步推动校外培训机构
和中小学安全建设袁 织密防范性
侵未成年人的防护网袁 该院向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袁
要求完善教师渊包括外聘教师冤准
入制度袁 健全性侵投诉和处理机
制袁 重视对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
监督管理遥

检察建议引起教育行政主管
部门高度重视袁 推动校外培训机
构专项治理行动遥专项治理期间袁
共开展区级综合执法行动 20 余
次袁参加人员 200多人次袁全区摸
排登记在册 213 家培训机构袁进
一步加大对校外培训机构日常监
管力度袁严格审核备案袁标本兼治
念好校外培训的野紧箍咒冶遥

该院还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发出检察建议袁 督促对培训机构
的注册登记加强审查监管袁 加大

日常监管力度遥 6月 13日袁新吴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上门答复检察
建议袁 已将涉案培训机构列入经
营异常名录袁注销营业执照袁并在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中予以公
示曰将性侵人员列入黑名单管理遥

入职查询挡住有污迹者
能不能建立一道栅栏袁将野官

某某们冶挡在教室之外袁斩断伸向
孩子们的黑手钥

4月 19日袁新吴区检察院牵
头与区委政法委尧 法院尧 公安等
11 家职能部门联合制定出台了
无锡首个 叶关于建立防范性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入职查询工作协作
机制的暂行办法曳袁要求对与未成
年人密切接触的工作岗位实施入
职查询袁端口前移袁预防性侵未成
年人案件发生袁 加强对未成年人
保护力度遥

叶办法曳指出袁与未成年人密
切接触的工作岗位不得录用曾
实施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人
员袁包括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尧
教育尧训练尧救助尧看护等特殊
职责的相关单位教师尧培训师尧
教练尧保育员等袁以及虽不负有
特殊职责袁 但具有密切接触未
成年人工作便利的相关单位其
他工作岗位遥 公安机关建立统
一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
库袁 相关单位招录前应当到公
安机关申请查询袁 应聘人员也
应如实报告自己是否存在相应
的违法犯罪记录袁不得隐瞒遥 其
中袁野性侵害犯罪记录冶 的范围
不仅指法院作出的有罪生效判
决袁 还包括检察机关作出的确
认存在犯罪事实的不起诉决
定遥
形成专项报告为党委决策助力

野熟人作案比例较高袁网络交

友成为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发生的
新威胁曰 被害人或加害人住所作
案占比较大袁宾馆尧学校女厕尧小
区电梯等场所值得关注遥 冶 针对
野一号检察建议冶内容并结合辖区
办案实践袁 该院对近五年来辖区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认
真调研分析梳理袁形成专项报告袁
剖析案件特点和成因袁 找准犯罪
多发尧易发点和办案难点袁有针对
性地提出预防对策和建议袁 为地
方党委依法正确决策提供参考遥

新吴区政法委负责人很快对
报告作出批示袁 要求政法部门进
一步凝聚共识袁发挥职能袁为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护航遥

郝红梅

2010 年 ,A 公司因经营生产
急需资金周转 , 向 B 公司借款
1000万元,并签订借款协议遥后因
A公司逾期未还,B公司委托律师
向法院起诉, 请求 A公司偿还借
款并支付利息遥 法院审理认为,A
公司和 B公司之间签订的借款协
议属于企业之间的借贷, 该借贷
行为违反了当时的金融法律法
规,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无
效行为遥 故法院判定该借款协议
无效,A 公司应当向 B 公司返还
借款并赔偿利息损失遥

近年来, 我国实体经济发展
放缓,一些企业资金链断裂,由此
引发的企业借贷纠纷也日益增
多遥 那么,企业间资金借贷能否得
到法律支持钥 什么情况下法律才
予以支持钥

问: 凡是企业间的借贷都依
法有效且受保护吗钥

答:根据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曳(以下简称叶规定曳)第
十一条,法人之间尧其他组织之间
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尧 经营
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 除存
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尧 本规定第

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 当事人主
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 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遥 这条规定为企业间
正常的资金拆借提供了合法保护
的空间和依据遥 但是,允许企业之
间融资借贷, 绝非意味着可以对
企业之间的借贷完全听之任之 ,
放任自流遥 只有企业间的借贷满
足一定的条件, 才能依法有效并
受到法律保护遥

问: 企业间的借贷需满足什
么条件才能被认定有效钥

答:根据叶规定曳第十一条,对
于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 在不违
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该规定第
十四条的前提下,最高法院认为同
时满足以自有资金出借和不以资
金融通为常业两个条件,才能认定
为合法有效遥因为,认定企业间借贷
行为合法的理论基础, 就是公司企
业享有自行处置其资产之权能,企
业自有资金在满足自身生产经营
需要之外,还有富足的,可以通过借
贷的形式提供给其他企业使用并
从中获利遥

问: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野以
资金融通为常业冶?

答:作为出借人的企业具有下

列情形的, 应当被认定为以资金融
通为常业:1.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批准,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并将吸收
的存款用于放贷的曰2. 全部收入或
者主要收入均来源于对外放贷所
得的曰3. 长期向不特定的借款企业
提供借款牟利的遥

问: 何种情形下企业间的借
贷会被认定为无效钥

答:叶规定曳 第十四条具体列
举了民间借贷合同应被认定为无
效的情形,包括:套取金融机构信
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 ,且
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的曰 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
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
给借款人牟利, 且借款人事先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曰 出借人事先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
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
的曰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曰其他违
反法律尧 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
规定的遥

同时根据叶规定曳第二十六条
的规定,即使借贷合同有效,但超
过年利率 36%部分的利息约定无
效遥

江苏无锡：

发出首份“从业禁止令”

近日袁叶店大欺客钥 上海迪士尼乐
园被告了曳叶上海迪士尼被大学生告
了袁原因你想不到曳等来自野看苏州冶新
闻客户端和野SBS看苏州冶微信公号的
文章引发网友热议遥网文披露袁上海华
东政法大学大三学生小王 2019 年初
野携带零食进入上海迪士尼乐园时被
园方工作人员翻包检查袁 并加以阻
拦冶袁小王将上海迪士尼告上法庭遥

尽管相关诉讼尚未了结袁但野上海
迪士尼禁止自带饮食被告冶 的话题经
过多轮转载后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袁
野进入主题乐园究竟能不能带食品和
饮料冶的问题引发网友热议遥

案件原告要要要华东政法大学国际
法学院学生小王袁于 11日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袁在诉上海迪士尼的案件中袁
向被告提出两点诉讼请求院 一为确认
上海迪士尼乐园禁止游客携带食品入
园的格式条款无效曰 二为请求上海迪
士尼乐园赔偿原告损失袁 包括原告在
迪士尼乐园外购买却因被告不合理规
则而被迫丢弃的食品的费用袁 共计
46.3元遥

原告表示袁2017年 11月 15日袁上
海迪士尼乐园在乐园须知一栏新增规
定院野不得携带以下物品入园院食品曰酒
精饮料曰超过 600毫升的非酒精饮料噎噎冶而此前上海
迪士尼乐园并未禁止游客携带有原始包装尧密封的尧未
开封及不需加工的食品入园遥

野乐园外寄存包裹无论大小均收费 80元/天袁如果
不在入口当场吃掉袁 游客只能选择迪士尼提供的餐饮
服务或支付寄存费用遥 冶王某某说袁野我认为自带食品或
园内购买均应由游客自行选择袁禁止游客自带食品袁这
隐藏着强买强卖的实质遥 冶

原告认为袁 迪士尼为了经营利益或以园内卫生问
题为借口来实施此规定袁这是一种霸王条款袁直接侵犯
了消费者权益袁侵害了公众利益遥

据悉袁该案已开庭审理袁法庭尚未判决遥 上海迪士
尼乐园的管理方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11日回复记者表
示袁据其了解袁上海迪士尼乐园关于外带食品与饮料入
园的规定与中国的大部分主题乐园一致遥 若游客自己
携带食品或饮料袁欢迎游客在乐园外的休息区域享用遥
此外袁考虑到婴幼儿对食品的特殊需求袁上海迪士尼乐
园特别将小型婴儿罐装食品作为例外允许携带入园遥
同时袁若游客因特殊的健康原因需要携带特殊的食品入
园袁乐园也允许其携带入园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袁 迪士尼有
关方面存在侵犯消费者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的嫌疑遥
野尽管其表示袁自己给消费者提供了很多选择袁但唯独没
有提到价格是否公道袁避重就轻遥 希望迪士尼能学会换
位思考袁树立消费者友好型企业的形象袁赢得更多消费
者信任遥 冶他说遥 黄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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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遇困境借贷效力如何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