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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说法(171101期) 

 

 

 

 

 法治动态 

 【新疆今年已关闭退出煤矿 112 处】 

---来源： 中国矿业报网 

“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截至 10 月 31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炭去产能工作已完成年度任务的 98%。 

据了解，2017 年新疆煤炭去产能任务量大且十分艰巨，全区拟淘汰关闭

退出煤矿 113 处、产能 1160 万吨/年。截至 10 月 31 日，全区已完成关闭退

出煤矿 112 处、产能 1145 万吨/年，其中提前完成 2018 年关闭退出煤矿 1

处、产能 3 万吨/年，较好地完成了煤炭去产能目标任务。 

今年，新疆煤炭去产能全面实施完成后，大中型煤矿比例将提高至 80%

以上，煤炭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煤矿安全生产水平进一步提升。 

 【甘肃省开展煤炭市场价格巡查】 

---来源： 中国矿业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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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范煤炭价格异常波动，确保迎峰度冬期间煤炭市场价格基本稳定，甘

肃省发改委日前转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迎峰度冬期间煤炭市

场价格监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甘肃省各市州认真组织开

展煤炭市场价格巡查，重点关注煤炭价格变化、库存数量、库存周期变化等情

况。 

《通知》明确指出，在巡查检查中，各地一旦发现煤炭生产流通企业、煤

炭行业相关社会组织、煤炭价格指数编制企业，以及其他为煤炭交易提供服务

的单位，存在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扰乱市场秩序，推动煤炭价格过高过快上

涨的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为此，甘肃省发改委要求，甘肃省各市州要认真

组织开展煤炭市场价格巡查，特别是煤炭主要产区平凉（华亭）、白银（平川）、

兰州（窑街）要立即组织部署开展煤炭市场价格巡查，摸清底数，全面掌握本

辖区内所有煤炭生产流通企业基本情况。 

甘肃省发改委要求，迎峰度冬期间，各市州价格主管部门在每月 26 日之

前上报煤炭市场价格监管情况，包括出动巡查人次、巡查单位数、煤炭市场价

格变化情况、重点单位库存变化情况、举报投诉办理情况、违法案件查处情况

等；一旦煤炭市场出现重大或异常情况，各市州价格主管部门要随时上报。 

同时，甘肃省发改委要求，2018 年 3 月 20 日前，各市州价格主管部门要

将迎峰度冬期间煤炭市场价格监管工作总结上报到甘肃省发改委。 

 

 【湖南通报八起地质矿产违法典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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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矿业报 

今年以来，湖南省各级国土资源部门切实强化地质矿产执法监察工作，采

取有力措施严肃查处了一批地质矿产违法案件，有效遏制了违法势头。近日，

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印发文件，对八起地质矿产违法典型案件查处情况进行了公

开通报。 

一、资兴市裕丰煤业有限公司瑶山煤矿越界开采煤炭案 

2016 年 12 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暗查暗访组在检查时

发现，资兴市瑶山煤矿涉嫌超层越界违法开采。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对该案实行

了挂牌督办，资兴市国土资源局于当年 12 月 17 日进行了立案查处。经查，瑶

山煤矿存在严重越界开采行为，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 39 万元，已达到刑事

追诉标准。资兴市人民政府依法决定关闭该煤矿。资兴市国土资源局于 2017

年 7 月将该案移送资兴市公安局进行立案侦查。因日常监管不力，资兴市国土

资源局局长被资兴市委主要领导约谈，分管副局长陈铁刚同志被资兴市监察局

处以行政警告处分，执法监察大队长黄智勇、城区分局负责人扶宇明、执法监

察大队二中队队长黄梓林、三都镇国土资源所所长曹孝义被处以行政记过处

分。 

二、耒阳市黄市镇煤矿越界开采煤炭案 

2016 年 12 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暗查暗访组在检查时

发现，耒阳市黄市镇煤矿涉嫌超层越界违法开采。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对该案实

行了挂牌督办，衡阳市国土资源局于当年 12 月 30 日进行了立案查处。经查，



 

4 
编辑：上海联合矿权交易所 

上海联合矿权交易所                                  半月说法(171101 期)                                  2017 年 11 月 15 日 

 

耒阳市黄市镇煤矿存在严重越界开采行为，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 122 万元，

已达到刑事追诉标准。耒阳市国土资源局依法将该案移送耒阳市公安局，耒阳

市公安局于 2017 年 1 月 4 日予以立案，并刑拘了相关涉案人员。 

三、李定光、吴汉等人在新化县桑梓镇非法开采砖瓦用页岩案 

2017 年 2 月，新化县国土资源局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李定光、吴汉等人

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在该县桑梓镇非法开采砖瓦用页岩，造成矿产

资源破坏价值 51 万元。新化县国土资源局依法进行了立案查处，并于 3 月 21

日将该案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新化县公安局已经立案，并刑拘了相关涉案

人员。 

四、谭石兰等人在衡东县高湖镇非法开采制陶用粘土矿案 

2016 年 9 月，衡东县国土资源局在日常巡查时发现，衡东县高湖镇兴旺

村大禾塘矿点存在非法开采制陶用粘土行为，衡东县国土资源局依法进行了立

案查处。经查，该非法采矿点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 160 万元，已达到刑事追

诉标准。衡东县国土资源局于 2017 年 3 月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衡东县公安

局予以立案，并对谭石兰、谭文杰、谭水平等 9 名犯罪嫌疑人分别采取了刑事

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刑事强制措施。 

五、高贵义在桑植县利福塔镇非法开采建筑用灰岩矿案 

2015 年 9 月，桑植县国土资源局在日常巡查时发现，高贵义在未取得采

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利福塔镇岩板村王湾组自家宅基地后非法开采建筑用灰

岩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 15 万元。桑植县国土资源局会同当地公安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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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门开展了联合执法，依法查处了该案。2017 年 6 月，桑植县人民法院作

出判决，判处高贵义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5 万元，

对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六、张稳强等人在桃江县灰山港镇非法开采制陶用粘土矿案 

2017 年 5 月 2 日至 2017 年 5 月 15 日，张稳强、张步凡、张余希等 9

人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在桃江县灰山港镇连河冲村非法开采制陶用

粘土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 27 万元。桃江县国土资源局依法查处该案，

并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移送桃江县公安局立案侦查。 

七、周世权在洪江市黔城镇非法开采钒矿和炭质板岩案 

2013 年 4 月至 2015 年期间，周世权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在

洪江市黔城镇株山村 9 组马颈界山场非法开采钒矿和炭质板岩，造成矿产资源

破坏价值 34 万元。2017 年 8 月，洪江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处被告人周世

权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 万元。 

八、长沙市岳麓区玉江矿业有限公司超深越界开采建筑用砂岩案 

2014 年 4 月 18 日，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岳麓区分局在巡查时发现，玉江矿

业有限公司在矿山西部边界外以西地段越界开采建筑用砂岩，造成矿产资源破

坏价值 371 万元。长沙市国土资源局依法查处了该案，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

事责任。岳麓区法院依法判决，判处长沙市岳麓区玉江矿业有限公司罚金人民

币 50 万元，判处陈学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 万元。 

据悉，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将不定期通报各地地质矿产执法情况和典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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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对重大案件实行挂牌督办和直接查办，持续保持遏制地质矿产违法行为高

压态势，切实做好地质矿产执法监察工作。 

 

 热点关注 

“四个坚持”深化矿政管理改革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

为当前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矿产资源领域的供需矛盾、生产秩序矛盾、生态

环境矛盾、安全生产矛盾和矿业社区矛盾等都要服务于这一主要矛盾的转化，

从矿产资源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入手，理出下一步工作重点，不断深化矿

政管理改革，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当前，我们矿产资源管理主要存在三个不平衡和三个不充分： 

      区域不平衡。一是资源禀赋区域分布不平衡。国际上，全球资源分布不平

衡。国内资源赋存不集中，地区分布不平衡。当前，很难有国家可以通过本国

的矿产资源实现现代化。我们要逐步从立足国内、国外补充向全球配置转变。

二是矿产资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全国排名前五省矿产品销售收入、工业总

产值、总利润分别占全国的 50%、48%、41%，少数省份出现矿业生产亏损

问题，平均产值差别明显。三是区域发展的资源需求不平衡。东中部地区经济

相对发达，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在从本地供给向贸易供给转变，资源经济占经济

发展总量比重较小。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对资源资产向资本转化的动力较强，

资源经济占经济发展总量比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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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不平衡。主要是四多四少：资源总量多，人均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资源供给矛盾突出；战略新兴矿产多，大宗矿种少；贫矿多，富矿少；中小型

矿多，大型矿少。建设富强美丽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进一步

优化资源供给，节约集约利用资源。 

      环境承载力不平衡。资源富集的地区，大部分都是生态环境承载力较为脆

弱的地区，矿产开发和生态环境的矛盾凸显。东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承载力水平

较高，但是对开发本地矿产的需求在减弱。“胡焕庸”线以西地区的资源环境

承载力较弱，但是对本地矿产开发的需求较强。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西部地

区矿产资源产出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就比东部地区更为严重。 

      科技创新不充分。技术创新是决定人均经济产出的核心因素。我国采矿业

人均 GDP 贡献率仅为美国的 1/7。小型矿山技术改造升级压力大。矿山自主

创新的激励机制不完善，科技人员创新激励不足，自主创新“虹吸”效应不明

显。 

      绿色发展不充分。在矿产开发领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源头治理、

中期监管到末端治理，都还有工作要做。绿色勘查有待加强，矿产开发的生态

地质环境监管需要优化，全国矿山环境治理程度需要提升。 

      利益共享不充分。虽然部分矿区已经实现了开矿一点、造福一方，但仍然

有不少矿区是富了老板、穷了农民、破坏了环境的发展模式。资源枯竭型城市

转型压力较大。 

      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解决以上不平衡不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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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问题，要从“四个坚持”入手，加大矿产开发制度供给，以差别化、全面

服务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要求。 

      坚持创新发展，推进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加快推进矿产资源法修改，完

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估制度，加强矿产资

源查明登记和有偿计时占用登记管理，持续推进矿产资源节约集约与综合利用

示范基地的建设，稳步提高矿山“三率”水平。 

      坚持协调发展，深化矿产资源产权收益体系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要推进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建立完善矿产资源国家权益金制度，

完善矿业权退出的经济调整机制。 

      坚持开放发展，完善矿产勘查开发布局体系。服务“一带一路”，矿产资

源开发国外布局要做先锋军。坚持多规合一，优化在矿产资源规划中矿业权设

置区划的编制。加强国内不同矿种的矿业权投放总量控制和结构优化。 

      坚持绿色共享发展，建设绿色矿山、和谐矿区。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为根本遵循，推进矿产资源开发利益共享。搞好保护区内矿业权的分类处

置，加大贫困地区矿业投放力度，持续开展绿色矿山试点单位，加强地质灾害

防治，切实发挥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基金的作用。 

 

来源：中国有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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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故事 

古今中外说法袍 

中世纪的法官源于教士,于是教士袍自然就成了法袍的前身 

  如果说军人的标志是军装,那法官的标志便是那黑色的法官袍(简称法袍)

了。法官与法袍之间的联系源远流长。早在中国先秦时期,袍服便是礼仪典章的

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西方的古罗马，托加长袍凸显了罗马人赖以为傲的公民权。

不过，现代法袍的源头却与这两种袍服都没有直接的关联。 

  教士袍的“遗迹” 

  法袍的前身，其实是中世纪的教士袍。如果将中世纪欧洲视为蛮荒之海,

那修道院便是海洋中零星的灯塔，支撑着整个世界的知识传播。文艺复兴之前,

基督教会垄断了法律、教育、医疗及手工技术等诸多领域，所以法官几乎均为

教士出身也就不奇怪了。 

  基督教徒对袍服的青睐其实是源于“大众审美”。罗马教会时期基督教教

徒的袍服与普通的罗马人无异。不过，后来的教士袍渐渐统一为朴素的黑色。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一方面源于民俗。在西方，黑色首先代表了死亡，西欧葬礼的主色调都是

黑色。撒旦与堕天使因为堕落而化为黑色，于是黑色又代表了罪恶。早期基督

教徒以哀悼赎罪为主要任务，身着黑色长袍自然最为合适。 

  另一方面源于宗教。《旧约全书》中记载了关于黑色与神圣之间的隐喻,

如“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祂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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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等。世俗意义宗教意义相融合，最终使教士袍的主

色调成了黑色。 

  中世纪的法官源于教士，于是教士袍自然就成了法袍的前身——正如威

廉·海涅漫在其所著《礼仪习俗和仪式的起源和意义》中说的那样:“法袍只是

教士袍的遗迹。”只是，这个宗教“遗迹”最终迎来了世俗王权的挑战。 

  世俗王权的符号 

  中世纪教会对法律的垄断是其知识垄断的必然结果，而当文艺复兴潮流降

临时，社会世俗化的潮流开始了。 

  文艺复兴一方面减小了宗教对世俗生活的干涉，另一方面则加强了王权的

统治力度。以英国为例:随着政教分离的进一步推进，司法队伍中的教士群体逐

渐减少，直到爱德华二世在位的最后一年(1327 年)，教士在英国中央法院已经

不再拥有任何席位，这也意味着司法世俗化基本完成。 

  这并不是历史的巧合。文艺复兴通过打破了学习壁垒让知识得以在全社会

传播——教会对社会的控制是建立在知识垄断的基础之上的，一旦这种垄断被

打破，世俗社会参与司法也便成为可能。 

  文艺复兴同样孕育了宗教改革。随着教权的衰落与王权的扩张，法官的委

任也渐渐从主教手中转移到了国王手中。一方面，罗马教廷不断通过禁令的形

式阻止教士参与世俗法律事务，另一方面国王又热衷于委派贵族填补这些空缺,

最终形成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局面。 

  既然司法已经不为教会所垄断,法袍自然也应当改弦易辙,成为世俗王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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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正如哈格里夫斯·莫兹利在《英国律师错位的传统》一书中所说的那样:

“几乎在所有的国家，教士从市民法院消失之日，也就是明确的法律服装出现

之时。” 

  文艺复兴时期的国王们都丝毫不掩饰他们对奢华之风的青睐：爱德华六世

授权王座法院的法官可以穿丝绸衣服与羊羔皮、白貂皮披肩——丝绸在那时的

欧洲可是千金难求的紧俏货；理查德二世与亨利六世同样给予法官以各色的面

料与皮草用于法袍的制定。 

  当时法袍最流行的颜色有绿色、紫红色。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教皇

英诺森三世于 13 世纪初下达的禁令中，教士不穿长袍而身着绿色和紫红色的

衣服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当然，这些华贵的法袍也只有高级法官才能穿得上,

低级法官、法庭书记员的法袍依然以黑色为主。 

  法袍引入中国后 

  法袍在中国的身影，于清朝末年开始出现。1900 年，光绪帝下诏“法令

不更，锢习不破”决定修律，修律大臣沈家本在引进西方司法制度的同时也引

进了法袍。不久，清朝灭亡，但中国人修律的热情并未消减。 

  1913 年，北洋政府大总统教令第一号便对推事、检察官等法律职业共同

体统一作出规定：“制服用黑色，袖及对襟须镶边；事用织金，察官用紫绒。”

教令中还不忘“支持国货”,规定“凡制服制帽均用本国丝织品、毛织品”。 

  新中国成立后，法官审判时的着装一度多为“人民装”,当然这也是那个时

代里的主流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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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曾掀起一阵法袍设计的风潮。当时有三种备选方

案：黑袍式、军警式、西服式，不过最终这三种形式都没能战胜“人民装”。

直到改革开放,“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原则被确立，司法

及法官重新受到重视法袍才再一次进入国人视野。 

  1984 年，共和国第一套法官制服诞生，但并不是法袍：红色肩章、大檐

帽，个中不难看出浓浓的军事色彩。 

  直到 2000 年，中国才正式引进法袍，是为 2000 式审判服。2000 式法袍

及含义是:“黑色散袖口式长袍，黑色代表庄重和严肃；红色前襟配有装饰性金

黄色领扣，与国旗的配色一致，体现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四颗塑有法徽

的领扣象征着审判权由四级人民法院行使，同时象征着人民法院忠于党、忠于

人民、忠于事实、忠于法律。法官穿着法袍寓示着成熟的思想和独立的判断力,

并表示遵循法律，对国家和社会负责。” 

  2010 年，法袍在 2000 式旧款法袍基础上增加了法徽、领徽和袖章，更

为庄严肃穆。可以说，前后两款法袍诠释了中国人对法治社会的热切追求与期

望。 

 

稿件来源：法制日报-法制网 作者：江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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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格言 

法律的真理知识，来自于立法者的教养。——黑格尔 

没有绝对的平等，也没有绝对的权力。人在天性上类同，就法律而言不平

等，在政治上不平等，又不同类。 ——巴尔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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