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2日，中央政法委牵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根据各部门依据各自法定职责开展的调查工作，公布了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审理的陕西榆林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诉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合作勘查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凯奇莱案”）卷宗丢失，山西王见
刚与王永安、岚县大源采矿厂侵犯出资人权益纠纷案（以下简称“山西王见刚与王永安纠纷案”）等问题的调查结果。

联合调查组查明，所谓“卷宗丢失”系最高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王林清本人故意所为。王林清因工作中对单位产生不满而窃取相关案卷材料。对于
网传王林清自述视频中反映最高法院二审的“凯奇莱案”问题，联合调查组经审查认定，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将案涉合同性质认定为合作勘查合同并认定合同
有效是正确的，认定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违约并判令其承担违约责任并无不当，判决驳回凯奇莱公司要求转让探矿权等其他诉讼请求是正确的；最高
法院鉴于凯奇莱公司坚持其继续履行的诉讼请求不变，而作出继续履行合同的判决，有相关法律依据。最高法院领导根据有关法律和规定，对凯奇莱案这
类重大复杂案件加强了审判管理和监督。对于王林清视频反映的另一起案件——“山西王见刚与王永安纠纷案”，联合调查组经审查认定，最高法院二审判
决对双方合同性质和效力的认定正确，但在经营利润的认定和计算上存在瑕疵。联合调查组调查发现，最高法院监察局原副局级监察专员闫长林涉嫌接受
当事人请托，通过打招呼等方式过问山西王见刚与王永安纠纷案，但不存在对王林清“打击报复”问题。联合调查组已经将调查中发现的王林清涉嫌非法获
取、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犯罪线索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将闫长林涉嫌违规过问案件违纪违法问题移交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联合调查组同时指
出，最高法院存在内部管理不规范、保密制度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并责成最高法院进行认真整改。

■■■■■ ■■■■■ ■■■■■

中国/世界新闻 2019年2月23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王红卫 美编：王凤龙A06 综合

“凯奇莱案”
卷宗丢失问题

经联合调查组调查，网上反映
的“凯奇莱案”二审卷宗丢失，实
为王林清利用工作之便窃取相关
材料。

王林清在“凯奇莱案”当事人赵
发琦于2011年上诉到最高法院后，
担任该案二审合议庭的承办人。
2014 年，王林清因与他人违反规
定，私自以最高法院某直属单位名
义举办培训班并私分办班利润被单
位纪律处分；2016年11月参评“全
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时，又因此
前在干部档案审核中，被查出多处
涂改个人档案受到诫勉的组织处理
而未被推荐，由此对单位有积怨。
2016年11月25日傍晚，最高法院
民一庭庭长程某某要求王林清加班
起草“凯奇莱案”二审法律文书，遭
王林清拒绝，程某某告知王林清如
不愿意加班就让别人承办。王林清
认为在案件收尾期将其调整出合议
庭，对此十分不满，加上前期积怨，
遂产生藏匿案卷材料、给单位制造
麻烦的想法。据调查，王林清于当
晚23时许来到办公室，将该案临时
装订的副卷拆散，把全部正卷和拆
散的部分副卷材料带回家中。王林
清向调查组讲述，其拿走案卷材料
时进行了挑选，将单位不能复制或
者没有备份的都留在了办公室文件
柜中。王林清后来在视频中提到的
4份在新的二审案卷中出现的文件，
包括案件流程表、是否申请回避确
认单、阅卷笔录、舆情报告等，均来
自当时留在办公室的材料。

联合调查组与最高法院有关人
员分别谈话了解和外围调查的情况
可与王林清自述内容相互印证。调
查显示，11月28日（星期一）上午，
王林清向程某某谎称二审案卷丢
失，程某某当即让王林清仔细查找
无果。11月29日，程某某在请示分
管院领导同意后，正式通知王林清
退出合议庭。

据王林清向联合调查组陈述，
其窃取卷宗材料的目的是想给单位
制造麻烦，使新合议庭承办人不能
顺利进行后续工作，最终迫使单位
让其继续担任承办人。实际上，王
林清拿走的是上诉状、代理词、第一
次合议庭合议笔录等合议庭工作电
脑中有备份或可复制的案卷材料，
并不能影响案件继续审理工作。
2018年1月该案二审宣判后，王林
清认为案件卷宗“丢失”仍正常宣
判，单位对卷宗“丢失”也没有追查，
遂臆测有“黑幕”，加之前期积怨，于
是决定通过写“举报材料”、拍摄自
述视频的方式向上级“反映情况”。

对于网传视频中王林清声称最
高法院“监控录像黑屏”问题，联合
调查组也进行了详细调查。因事件
发生距今已有2年多时间，最高法
院监控录像按规定保存3个月后自
行覆盖，相关监控录像现已无法调
取，但根据最高法院监控录像中控
室操作规程，调取录像、设备故障均
有书面记录。联合调查组调取了
2016年12月15日程某某在最高法
院保卫处人员陪同下调看监控录像
的登记表及相关登记资料，显示在
程某某调看录像及“卷宗丢失”事件
前后，监控系统运行正常，没有“黑
屏”和报修的记录。对于王林清反
映的程某某等人在其报告案卷丢失
后“并不着急”的问题，程某某说，当
时认为案卷不是丢了，只是没找
到。调查也表明，最高法院有的庭
室存在案卷存放混乱、归档不及时
问题。综合上述情况，联合调查组
认为，王林清的口述及相关调查材

料能印证其窃取相关材料的事实，
监控录像问题不影响调查结论。

联合调查组的调查还证实，王
林清除窃取二审部分案卷材料外，
还拍摄视频、偷拍二审部分副卷材
料，其中部分视频、材料后来被发布
到网上。

调查发现，“凯奇莱案”二审判
决之后，王林清多次与当事人赵发
琦见面。据王林清讲述，2018年7、
8月左右，赵发琦为王林清录制视
频提供帮助，王林清在视频中讲述
了“凯奇莱案”和“山西王见刚与王
永安纠纷案”。2018年 8月前后，
赵发琦将王林清介绍给崔永元，崔
永元在其工作室帮助王林清录制
了反映所谓“凯奇莱案”案卷丢失、
监控视频“黑屏”等问题的视频，上
述部分视频经崔永元剪辑后分段在
网上发布。

调查还发现，崔永元在网上发
布的最高法院相关副卷材料也来源
于王林清。王林清被调出合议庭
后，无权调阅该案案卷材料。2018
年8月，王林清谎称经程某某同意，
从书记员李某某处骗取了案卷副
卷，并用手机偷拍了部分材料，通
过微信发给赵发琦；2018年 12月
28日，崔永元将相关内容在互联网
上发布。据王林清向联合调查组
讲述，他还给崔永元提供了向上级

“反映情况”的信件及部分材料。
经国家保密部门鉴定，王林清拍
摄、后在网上流出的案卷材料中涉
及国家秘密。鉴于王林清的行为已
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其立
案侦查。

联合调查组认为，“卷宗丢失”
等问题暴露出最高法院内部案卷
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在工作人员报
告“卷宗丢失”后，相关责任人没
有按规定及时上报，也未及时启动
调查问责程序；保密规定也有落实
不到位的问题，给一些人提供了可
乘之机。

两起案件审理
是否公正问题

联合调查组对“凯奇莱案”和
“山西王见刚与王永安纠纷案”的审
理情况进行了全面审查，调阅了两
案全部案卷材料，询问了两案有关
当事人、案件承办人、合议庭成员以
及其他有关人员，经综合审查判断，
得出了具体、明确的调查结论。

联合调查组认定，首先，“凯奇
莱案”的案涉合同应为合作勘查合
同，而非探矿权转让合同。合同内
容主要围绕双方如何联合勘查煤炭
资源，约定合作方式、权益比例、勘
查费用、成果处置等，未就探矿权转
让作出明确表述。最高法院终审判
决将该合同认定为合作勘查合同是
正确的。其次，案涉合作勘查合同
是有效的。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
表示，不能认定双方存在恶意串通
行为，同时，合作勘查合同不属于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应当办理批准、
登记手续生效的合同，有关行政规
章也没有规定此类合同备案后才能
生效，合同本身亦不存在影响合同
效力的其他法定情形。最高法院终
审判决认定上述合同有效是正确
的。其三，应当根据合同约定和法
律规定确定各方违约责任。凯奇莱
公司逾期付款、不足额付款，西勘院
对同一项目另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并
履行，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应根据
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分别承担违约
责任。由于凯奇莱公司明确要求西
勘院承担违约责任，而后者没有要
求前者承担违约责任，故最高法院
根据双方诉讼请求认定西勘院违约
并判令承担违约责任，并无不当。

其四，案涉《合作勘查合同书》约定
的主要内容已经西勘院与第三方另
行签订合同并实际履行完毕。最高
法院鉴于凯奇莱公司坚持其继续履
行的诉讼请求不变，而作出继续履
行合同的判决，有相关法律依据。
其五，凯奇莱公司主张探矿权于法
无据。案涉合同中没有关于探矿权
转让的明确约定，且探矿权转让合
同必须经批准才能生效，凯奇莱公
司要求将探矿权转入其名下没有事
实和法律依据。最高法院判决驳回
凯奇莱公司包括转让探矿权在内的
其他诉讼请求是正确的。对于王林
清在视频中反映最高法院领导过问
案件办理问题，联合调查组指出，最
高法院根据有关法律和《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
的若干意见》有关规定，对凯奇莱案
这类重大复杂案件加强了审判管理
和监督。

同时，调查显示，该案在审理中
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在最高法院
对该案第一次二审期间，陕西省政
府曾于2008年5月4日发出函件，
对案件审理提出意见，试图给最高
法院正常审判活动施加影响。二是
最高法院审判管理不规范，存在超
过法定审理期限等问题。三是王林
清违规接受当事人吃请，帮助打探
案情，其行为违反最高法院《关于人
民法院落实廉政准则防止利益冲突
的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

联合调查组同时认定，最高法
院关于“山西王见刚与王永安纠纷
案”的二审判决及再审结论实体正
确，但在经营利润的认定和计算上
存在瑕疵。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2年3月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王见刚与王永安合伙关系成
立，王永安构成侵权，应给付王见刚
3710余万元。王永安上诉后，最高
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王永安不
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最高法院
于2014年5月决定提起再审，由最
高法院审监庭组成合议庭审理。
2015年8月，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
经充分讨论研究，决定维持原判，但
至今未作出再审判决。联合调查组
经审查认定，山西省高院一审判决、
最高法院二审对该案的判决认定事
实清楚，对双方合同性质和效力的
认定正确，但是在经营利润的认定
与计算上存在瑕疵。一、二审判决
均以利润加本金的方法计算王永安
应返还的利润，违反了当事人的约
定。此外，一、二审判决均参照该案
中合资各方签订的《股金确认及分
配方案》认定双方合作期间的经营
利润，依据不充分。

联合调查组对王林清视频反映
的最高法院监察局原副局级监察专
员闫长林“干预办案”问题进行了核
查。闫长林，山西交城人，2014年9
月退休。2012年“山西王见刚与王
永安纠纷案”上诉到最高法院后，当
事人王永安找到其老乡闫长林帮忙
向王林清打招呼。闫长林通过民一
庭有关领导联系王林清，王林清带
着案卷到闫长林办公室介绍相关情
况，闫长林请托王林清关照王永安，
王林清明确告诉闫长林说，王永安
没理，没法作出有利于王永安的判
决。王林清多次表示，闫长林过问
案件未影响自己对此案的办理。鉴
于闫长林的行为已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纪检监察机关已对其立案审查
调查。

联合调查组指出，该案二审判
决后，王永安向最高法院申请提起
再审，最高法院启动再审的程序完
备，并无不当；随后，最高法院审委
会决定维持原判，但案件历时3年
多未作出再审判决，违反了有关审
判纪律规定。

王林清是否受到
“打击报复”问题

对于王林清在视频中反映最高
法院监察局（以下简称监察局）对其

“打击报复”的问题，经调查不属实。
关于王林清在视频中称“因讲

课受到处理”的问题，经联合调查组
调查，王林清违纪问题是监察局在
对其他人员涉嫌违纪违法问题调查
过程中带出来的，起初并不是直接
针对王林清进行调查；后查明王林
清存在违规参与营利性活动行为，
最高法院依规依纪对其作出的党纪
政纪处分是恰当的。具体事实是：

2014年3月，监察局对反映最
高法院某直属单位在举办培训班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核查，发现该单位
部门负责人陈某某违规和某公司法
定代表人郭某某两人口头约定合作
举办培训班，陈某某涉嫌侵吞办班
利润。2014年5月30日，监察局将
相关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北京市东城
区人民检察院。

2014年6月下旬，监察局与最
高法院机关参与培训班授课的部分
法官（包括王林清）谈话了解情况，
与王林清两次谈话时，王林清承认
参与授课，但否认与陈某某、郭某某
有其他经济往来。6月24日下午，
王林清到达江苏沭阳入住智慧大厦
（并非视频中讲的“6月17日”和“沭
阳宾馆”），准备次日上午为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一培训班授课。

6月24日下午，郭某某、陈某某
先后交代王林清参与合作办班牟利
问题，以及三人曾有串供行为。考
虑到监察局和东城区检察院与陈某
某谈话将在当晚结束，为防止陈某
某与王林清再次串供，监察局派2
名工作人员赶赴江苏沭阳。当晚9
时左右，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
院、沭阳县人民法院负责同志将王
林清从智慧大厦接到沭阳县人民法
院办公楼。出于安全考虑，沭阳县
法院安排5名法警到智慧大厦院内
备勤，法警自始至终未与王林清有
过直接接触。当时，江苏省高院承
办培训班的多名工作人员在现场，
均证明没有对王林清采取强制措
施。6月25日上午，监察局工作人
员将王林清带回北京过程中，沭阳
县法院安排2名法警着便装陪同，
目的是保障途中安全，全程未对王
林清使用戒具。6月25日下午，监
察局、东城区检察院先后与王林清
谈话，王林清承认有关事实。谈话
结束后，约晚7时左右，监察局安排
王林清回家休息。

监察局调查认定：2013年7月
至12月，王林清与郭某某、陈某某
合作举办培训班4期，盈利共计30
余万元，王林清个人分得11.3万余
元。2014年12月，因王林清违规参
与营利性活动，依据《人民法院工作
人员处分条例》有关规定，监察局决
定给予王林清记过处分。2015年4
月，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有关规定，最高法院机关纪委决
定给予王林清党内警告处分。王林
清在当时的检讨材料中表示：“郭某
某之所以愿意和我一起办班，甚至
分给我三分之一的利润，一方面是
出于他自身经营的需要，另一方面
也是考虑我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法
官，利用我成为他们培训班的牌子
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感谢组织
给了我一个自我纠正的机会，我将
深刻铭记从此事件中得到的教训，
用一生去品味它的前因后果，并用
它去衡量要做的每一件事”。联合
调查组与王林清进行谈话核实时，
王林清承认在视频中反映的“打击
报复”问题与客观事实不符，表示

“我现在知道了，监察局实际上是要
调查陈某某的，不是冲着我来的”。

同时，联合调查组通过调取有
关案卷、会议记录、有关参与办案人
员工作笔记，证实闫长林未参与王
林清违纪案的调查工作；参与办案
人员在与联合调查组调查人员谈话
中均证明，闫长林未向他们打听过
王违纪案情况。

关于王林清在视频中反映不推
荐其参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
家”是对其“打击报复”的问题，联合
调查组调查认定不存在这一事实。
实际情况是：2016年8月，最高法院
政治部根据中央组织部统一部署，
在对干部档案进行全面审核中，发
现王林清档案中有16处涂改出生
日期（均将其出生日期从1972年7
月改为1974年 7月）。同年10月
29日，最高法院政治部给予王林清
诫勉的组织处理。王林清承认上述
错误，表示接受和服从组织处理。
2016年10月31日，中国法学会研
究部就王林清参评“全国十大杰出
青年法学家”征求最高法院政治部
意见。因王林清正在诫勉影响期
内，根据有关规定，最高法院政治部
决定不推荐王林清参评。联合调查
组与王林清谈话核实时，王林清承
认“这次评选把我拿下来，也是事出
有因，并不是给我过不去”。

此前，2016年6月，最高法院政
治部就王林清参评第二届“首都十
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征求意见，监察
局回复“同意推荐其参评”的意见。
后王林清获得“首都十大杰出青年
法学家”提名。表明监察局并未对
王林清参评荣誉称号设置障碍。

对于网络热议的王林清未进入
最高法院“员额法官”序列问题，经
联合调查组调查，2017年和 2018
年，最高法院先后开展了两次员额
法官遴选工作。王林清所在的民一
庭领导曾做过其思想工作，动员其
报名，但王林清均未报名。联合调
查组与王林清谈话核实时，王林清
表示“因为当时我对组织上取消我
参加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
有些成见，所以没有报名”。

联合调查组于今年1月8日成
立后，本着对党中央负责、对人民负
责、对法律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
度，严格依法依纪开展调查核实工
作。在1个多月时间里，联合调查
组对包括王林清、赵发琦等在内的
相关人员逐一谈话，调取相关案卷，
开展外围调查核实，共进行谈话
210余人次，调阅相关案卷上百本，
查询了大量相关信息；围绕社会关
注的焦点问题，对相关案件的事实
认定、法律适用和程序问题进行了
充分的研究论证；对监控录像设备
和运维数据等资料进行了认真核
查，对有关笔录等案件材料依法进
行了鉴定；认真接听举报电话，接收
举报材料，接谈举报人，为最终查清
事实、得出正确结论提供了有力的
证据支撑。

联合调查组表示，对调查中发
现的违纪违法犯罪问题线索，已移
交有关部门立案调查处理；对于调
查中发现的其他问题，联合调查组
也责成有关责任单位依法依纪严
肃处理。同时，联合调查组建议，
最高法院对超过法定审理时限、承
办人拖延执行审判委员会决定、内
部管理不规范、保密制度不落实等
问题认真整改，进一步加强司法责
任制配套制度建设，完善院长、庭长
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明确院长、庭
长依法行使职权的边界和责任，确
保司法责任制落实到位，确保严格
执法公正司法，维护司法权威和公
信力。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中央政法委牵头的联合调查组公布
“凯奇莱案”卷宗丢失等问题调查结果

美国召集多国
酝酿组建“中东战略联盟”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21日电（记者朱东阳
刘品然）美国国务院21日发表声明说，美方当天

和来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组织的代表在华盛顿召
开会议，讨论组建“中东战略联盟”的相关事宜。

声明说，美方和来自巴林、埃及、约旦、科威
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以及海湾阿
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的高级官员相聚华
盛顿，就组建“中东战略联盟”的政治和安全基础
问题进行了磋商。与会各方还讨论了联盟在多个
领域的未来战略目标。

美国希望扶植中东地区盟友，用推动建立号
称“阿拉伯版北约”的中东战略联盟等手段为美国
中东战略服务。但分析人士认为，“阿拉伯版北
约”成员国内部矛盾复杂，而且土耳其等地区大国
和俄罗斯等外部势力在该地区各有利益诉求，美
国恐将面临重重挑战。

委内瑞拉宣布
关闭与巴西边界

新华社加拉加斯2月21日电 委内瑞拉总统
马杜罗21日宣布，自当地时间21日晚8时起关闭
委内瑞拉与巴西的边界。

马杜罗宣布，委内瑞拉与巴西的边界将“完
全、彻底”关闭，直到他发布新的指示。马杜罗还
说，正在考虑关闭委内瑞拉与哥伦比亚的边界。
马杜罗同时呼吁哥伦比亚军方不要支持美国对委
内瑞拉的挑衅，并表示哥伦比亚总统杜克要对委
哥边境发生的任何暴力事件负责。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月22日说，根
据接收到的数据判断，日本当地时间7时48分
（北京时间6时48分），小行星探测器隼鸟2号成
功降落在小行星“龙宫”上并采集样本，经短暂停
留后再次升空。

这是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提供的隼鸟
2号探测器靠近小行星“龙宫”的模拟图。

新华社/路透

日本探测器隼鸟2号
降落小行星“龙宫”并采样

这张长时间曝光照片显示的是2月21日，
“猎鹰9”火箭携带“创世纪”号月球探测器在美国
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升空。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猎鹰9”火箭21日
将以色列“创世纪”号月球探测器送入太空，后者
将开启约50天的奔月之旅，争取完成世界首个由
非政府组织发起的探测器登陆月球任务。

新华社/美联

美火箭将以色列月球探测器
送入太空

这是2月21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国际
防务展拍摄的防务展品。

第14届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21日在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落幕。本届防务展为期
5天，阿联酋武装部队与参展的国际和本地防务
企业签订交易总额约200亿阿联酋迪拉姆（约合
54.5亿美元）的军贸协议。

新华社发（穆罕默德·巴达尔丁摄）

阿布扎比防务展
共签订54.5亿美元军贸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