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发后，打捞队赶赴
现场进行搜救。

▲ 女子跳湖前留在车
上的鞋子、手机和便签
本等物品。

扬州一城管局长携女子跳湖身亡！ 消息一经传出，立
刻引发众多网友“围观”，纷纷猜测事出原因。

一些网友如此表述：“年轻女子不慎落水，城管局长英
勇相救，终因体力不支而牺牲”；另一类网友则表示惋惜：
“为情所困选择跳湖，值得么？”

幕后

见义勇为
还是为情所困？

《反垄断法》自2008年8月1日实施以来，除
去年底曝出发改委等部门对宽带接入市场进
行反垄断调查外，鲜见反垄断案例。

司法解释的出台，将有助于缓解反垄断诉
讼中原告取证难、证明垄断行为难的难题。“它
建立了中国反垄断民事诉讼的基本框架，进一
步明晰了反垄断法相关规定的具体含义”，孙
军工介绍说。

有助构建民诉基本框架

新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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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
起诉垄断不需行政认定

记者了解到，《反垄断法》规定
了行政机关对垄断企业的调查和
处罚等多项内容，并规定垄断企业
如果对他人造成经济损失，要承担
民事责任。但是，起诉垄断企业，是
否要以行政机关的执法认定为前
置条件，一直存在争议。

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
8日介绍， 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因
垄断行为受到损失后， 直接向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的， 或者在反垄
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
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后起诉
的， 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受
理条件， 法院应当受理。 这意味
着， 只要原告有证据证明受到损
失，均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垄断企
业承担侵权责任， 反垄断民事诉
讼不需要以行政执法程序前置为
条件。

【审判】
省会城市中院管辖一审

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规定，
对于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政府所在地的市、计
划单列市中级法院及最高法院指
定的中级法院管辖，这意味着，除
特殊指定外， 垄断民事案件主要
由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中级法院
审理。

此外，对于群体诉讼案件，法
院可以合并审理。 如果有两个或

两个以上原告因同一垄断行为向
有管辖权的同一法院分别提起诉
讼，法院可以合并审理。在不同法
院起诉的， 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
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 应当
在7天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
的法院， 先立案的法院可以合并
审理。

【亮点】
加重垄断企业举证责任

据孙军工介绍， 截至2011年
年底， 全国共受理垄断民事纠纷
61件。从案件所涉领域看，既有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引发的案件，又
有因垄断协议而引发的案件。从
诉请赔偿案件来看， 最大的索赔
数额达2亿元。 从审结的案件来
看，原告胜诉的较少，这与原告取
证较难有一定关系。

孙军工表示， 从诉讼实践来
看，原告取证难、证明垄断行为难
已经成为反垄断民事司法的难
题。如果不缓解这一难题，受害人
的权益就难以得到保护。为此，司
法解释对于举证责任分配、 免证
事实、 专家证据等问题作了解释
和细化。 例如对于明显具有严重
排除、 限制竞争效果的特定横向
垄断协议， 由被告对被诉垄断协
议不具有排除、 限制竞争的效果
承担举证责任。

孙军工表示， 这些措施的引
入， 对于适当减轻原告的证明难
度有一定作用， 具有保护和促进
市场公平竞争的意义。

■据北京晚报

6日晚7时10分许， 江苏扬
州市西区明月湖大桥上发生一
起跳湖事件， 一男子和一女子
相继从桥上跳下身亡。 警方接
到报案后，迅速调集警察、消防
队、120、 打捞队赶赴现场进行
搜救。至当天深夜11时许，两遗
体被打捞上岸。

围观群众介绍说， 跳湖的
男子约50岁，女子比男子年轻。
事发时，女子先跳入湖中，男子
随后也跳入湖中。

在知情人的指引下， 记者
找到了停放在桥面上的跳湖者
的汽车，是一辆红色的轿车，车
引擎盖上留有一双女式的鞋
子， 汽车的副驾驶座上留有
女式包 、手机、便签本等物 。
在便签本上， 写着： 自己明
白，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我难以
承受，只恨我自己太傻，太容易
相信人，是我命不好，我只恨我
自己……

据扬州新闻广播官方微博
透露， 跳湖男子为扬州市开发
区城管局局长周国生。 女子身
份不详，疑为“小三”。

■据深圳晚报

日前韩国媒体称，严防中国“人肉胶囊”
通过走私进入韩国。对此，中国卫生部新闻
发言人邓海华8日表示， 目前国内没有发现
“人肉胶囊”。

据韩联社报道， 自从去年8月发现首例
案件以来，非法出口到韩国的“人肉胶囊”日
益增多。到目前为止，韩国海关已破获35起
未遂走私案，走私者试图通过旅客的行李箱
或邮寄方式将总计17451颗胶囊走私进入韩
国。韩国海关官员称，他们将对来自中国城
市如延吉、 青岛和天津的药物加强检查，许
多“人肉胶囊”被认为产自那几个城市。

邓海华8日表示，经过调查，目前国内没
有发现“人肉胶囊”，对于此前韩国媒体曝光
的城市，卫生部还将会同公安、工商、海关等
相关部门进行进一步调查。

据了解，我国对于婴儿遗体、胎儿遗体
以及胎盘的治理和处置有严格规定。医疗机
构必须将婴儿遗体、胎儿遗体纳入遗体治理
范畴，严禁将婴儿遗体、胎儿遗体按照医疗
废弃物进行处理，严禁医疗机构及其工作职
员进行患者遗体的买卖和各种经营性的活
动，严禁任何人、任何单位买卖胎盘。

最高法：公民可直接起诉垄断企业
《反垄断法》司法解释出台 企业联合提价被诉应承担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8日出台
《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
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如果因垄断
行为遭受损失而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应该受理； 对于联合提价等垄断行
为，被诉垄断企业应承担举证倒置责任。
该规定6月1日起实行。

城管局长与一女子跳湖身亡
事发江苏扬州 女子身份疑为“小三”

1.7万颗“人肉胶囊”流入韩国？

卫生部：国内未发现

所谓的人肉胶囊并不是以“人肉”为原
料， 而是以胎盘为原料做的， 韩国一些男性
认为这种胶囊可以增强性能力。

2011年8月8日，国外媒体报道，在中国有
人利用胎儿尸体制成“人肉胶囊”作为保养品
流入韩国。2011年8月9日，卫生部举行例行新
闻发布会， 对于这一事件的传闻作出回应，
称已开展调查。 ■综合新华社、法制晚报

名词解释

人肉胶囊

记者8日从财政部获悉， 日前财政部会
同监察部、审计署和国资委联合发布《国有
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明确列出严禁超标准购买公务车、严禁
用公款为亲属和子女支付各种费用等12条
规范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的禁令。

此次四部门列出的12种国企负责人职
务消费禁止行为包括：

超标准购买公务车辆、豪华装饰办公场
所，或者在企业发生亏损期间，购买、更换公
务车辆、装修办公室、添置高档办公用品。

超标准报销差旅费、车辆交通费、通信
费、出国考察费和业务招待费。

用公款支付应当由个人承担的购置住
宅、住宅装修、物业管理等生活费用，或者挪
用企业的材料物资，修建和装修个人住宅。

违反规定用公款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
或者用公款支付非因公的消费娱乐活动费
及礼品费。违反规定用公款支付应当由个人
负担的各种名义的培训费、书刊费等。

违反规定用公款为个人购买商业保险或
者支付相关费用。违反规定用公款为个人变相
支付各种理疗保健、运动健身和会所、俱乐部
等费用。违反规定用公款为亲属、子女支付各
项费用，或者用公款支付应当由个人承担的其
他费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内部或到
下属企业以及往来单位转移职务消费支出。

通过虚开会议费发票及虚购物资材料、
固定资产、办公用品等名义套取现金，用于
职务消费支出。以各种名义对已配备公务用
车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发放用车相关的补贴。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职务消费。
■据新华社

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12条禁令”发布

严禁超标准购买公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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