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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民诉法规定，包括
电子数据等在内的八种情形
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司法解释中对电子数据
作出细化：指通过电子邮件、电
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
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
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
子介质中的信息。存储在电子
介质中的录音资料和影像资
料，适用电子数据的规定。

也就是说，网上聊天记
录、微博、短信等都可以作为
证据使用。

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
会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卫平说，电子数据以前也作
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在诉
讼中使用，只是之前归在视频
资料一类中。民诉法修改后，

将电子数据从视频资料一类
证据里抽出来单列，视频资料
范围变小，只指可视可听的录
音录像资料，电子数据则指数
字技术所反映的证明材料。

张卫平说，司法解释只是
明确网上聊天记录等电子数
据有资格作证，“而能不能起
到证明作用，能起到多大证明
作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
果网上聊天记录只是“随口一
说”或“开玩笑”，就没有证明
力或者证明力很低。

有业内人士认为，网络虚
拟程度高，在具体实践中，容易
作假，电子数据必须查证属实
才能作证据。山东嘉孚律师事
务所律师刘良玉说，如果有人
对证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可
以通过鉴定等方式予以辨认。

电子数据

“开玩笑”的聊天记录证明力有限

聊聊天天记记录录短短信信可可作作““呈呈堂堂证证供供””
最高法发布有史以来最长民诉法司法解释，明确电子数据证据

近期，浙江省消保委向上
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益诉
讼，请求法院判令上海铁路局
立即停止“强制实名制购票乘
车后遗失车票的消费者另行
购票”的行为。此事被舆论称
为“消费公益诉讼第一案”。

“以前关于此事的提法很
粗略，可操作性的条款很少甚
至没有。”省政协委员、山东德
孚威律师事务所主任于毅说。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专职委员杜万华介绍，修改
后的民事诉讼法增加了公益
诉讼制度，但是仅有一个条文
规定。现今，有关机关和组织
提起公益诉讼应符合四个条
件，包括有明确的被告；有具
体的诉讼请求；有社会公共利
益受到损害的初步证据；属于
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

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司法解释明确了此类案

件的管辖法院，除法律、司法
解释另有规定之外，由侵权行
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中级人
民法院管辖。因污染海洋环境
提起的公益诉讼，由污染发生
地、损害结果地或者采取预防
污染措施地海事法院管辖。

于毅分析，面对污染等情
形，个人精力和能力显然不
足，由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
更合适。但四中全会提出，要
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
诉讼制度，检察机关应在何种
情况下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
讼，司法解释没有涉及。他介
绍，目前我省部分政协委员正
在就此进行调研。“检察机关
在调查时优势更为明显，是社
会组织很难做到的。”

公益诉讼

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中院管辖

司法解释明确，对第一审
普通程序案件，人民法院接到
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时，
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
十九条的规定，且不属于第一
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
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
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
起诉材料，并出具注明收到日
期的书面凭证。

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九条
规定，起诉必须符合几个条
件，包括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
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
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
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没有想到登记立案会推
进得这么快。”刘良玉说。十八

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改革法院
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
为立案登记制”。虽有了大框
架，但一直没有可操作的细节。

刘良玉介绍，一段时间
内，群众想打官司，但到了法
院立案时要先被审查，看看理
由是否充分、证据材料是否充
分等，如果认为不行，就无法
顺利立案。

我省一名长期从事立案
工作的法官此前向记者表示，
立案审查制变为登记制后，相
当多原来无法立案的案件能
够顺利进入法院。

根据该司法解释，对需要
补充必要相关材料的，人民法
院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在补
齐相关材料后，应当在七日内
决定是否立案。

登记立案

审查变登记，更多案件进法院

“近年来，民事诉讼中的
虚假陈述、伪证、虚假调解、恶
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规避执
行等现象时有发生，必须予以
严厉制裁。”杜万华说。

于毅举例说，甲欠乙100
万元，写上借条，但借条上只
写着“今借100万元”，并没有
标明具体债权人。甲还完钱
后，碍于朋友面子，没有拿回
借条。两年后，丙拿着甲签字
的这份借条告到法院，声称甲
欠自己100万元。“类似情况在
民间借贷中非常常见”。

为促进诉讼诚信，司法解
释作出了具体规定。比如增加
关于制裁违反诚信原则行为
的规定，明确对诉讼参与人或
者其他人冒充他人提起诉讼
或者参加诉讼，证人签署保证
书后作虚假证言等违反诚信

原则的行为进行处罚。
还增加了对虚假诉讼行

为予以制裁的规定，打击当事
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他人权
益的行为。

于毅分析，比如甲欠乙
100万元，为了不让乙拿走这
部分钱，甲与丙串通，让丙告
自己，声称其也欠丙100万元，
这样，法院查封其名下的百万
元资产，乙自然无法拿到这部
分钱，权益受到侵害。

另外，解释还增加规定，
对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除对
被执行人予以处罚外，还可以
根据情节将其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将被执行人不履行
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的信息
向其所在单位、征信机构以及
其他相关机构通报。

诚信原则

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将被通报

4日，最高人民法院
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这是最高
法院有史以来条文最多、
篇幅最长、参加起草部门
最多、参加起草人员最多
的司法解释，共分23章，
552条，也是人民法院审
判和执行工作中适用最
为广泛的司法解释。司法
解释对电子数据进行了
细化，简化了立案程序，
规定了公益诉讼的起诉
条件和受理法院，对诉讼
中的不诚信行为规定了
制裁措施。

““普普京京””““奥奥巴巴马马””，，不不能能用用作作昵昵称称了了
网信办发布“昵称十条”，规定贴吧论坛等的后台账号要实名

据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网信办2月4日发布《互联网用
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对公众
使用微博、微信等上网的账号
名称（包括头像和简介）进行规
范，明确提出网上昵称不准违
反法律、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公
共利益、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国
家宗教政策、散布谣言、散布色
情凶杀、侮辱诽谤他人等“九不
准”。规定共十条，自3月1日起
施行。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网络存在十大乱象。有
的假冒党政机关误导公众；有的

假冒媒体发布虚假新闻；有的冒
用他人身份；有的假冒名人包括
外国元首；有的假冒企事业单位
和社会组织发布虚假信息；有的
名称和头像包含淫秽色情内容；
有的在简介中传播暴恐、聚赌、
涉毒等违法信息；有的违背社会
公德，宣扬低俗文化；有的公然
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有的
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整治账号
乱象迫在眉睫。

该负责人还表示，《规定》
就账号的名称、头像和简介等，
对互联网企业、用户的服务和
使用行为进行了规范，涉及在
博客、微博客、即时通信工具、
论坛、贴吧、跟帖评论等互联网
信息服务中注册使用的所有账
号。“账号管理按照‘后台实名、
前台自愿’的原则。”

这位负责人强调，互联网
企业应当落实管理主体责任，
加强管理。

这位负责人表示，欢迎广
大网民积极参与网络生态治
理，举报电话为１２３７７。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实习生 王景霞

据《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你的网上昵称违规了吗？
以后注册用户信息时需要注意什么？老师和小明的几段对话，让你
快速看懂网上昵称新规。

老师：小明，你的
名字好俗，能不能起
一个霸气点的网名？

小明：中纪委巡
视组。

老师：不行！假冒
党政机关误导公众，
假冒企事业单位和社
会组织发布虚假信
息，都是《互联网用户
账号名称管理规定》
所禁止的。微信账号

“中纪委巡视组”已经
被依法关闭。

老师：小明，你的
名字好俗，能不能起
一个好看点的网名？

小明：东京热不
热。

老师：ｎａｎｉ？
小明，你可不能违背
社会公德，宣扬低俗
文化。有的账号名称
和头像包含淫秽色情
内容，甚至公然招嫖，
已经死在沙滩上了。
账号名称不能含有散
布淫秽、色情、赌博、
暴力、凶杀、恐怖或者
教唆犯罪的内容。

小明：不愧是老
师。

老师：小明，你的
名字好俗，能不能起
一个有情怀的网名？

小明：人民曰报。
老师：不行！
小明：老师请看

清楚，我是“曰”，不是
“日”。

老师：那也不行！
不能假冒媒体发布虚
假新闻，微信平台的

“人民曰报”已经被依
法关闭。互联网用户
账号名称不得散布谣
言，扰乱社会秩序，破
坏社会稳定，不能破
坏民族团结，宣扬邪
教和封建迷信。

老师：小明，我
看你想不出好的，
还是注册一个实用
点的网名吧。

小明：代开正
规发票。

老师：不行！互
联网用户账号名称
不能违反宪法或法
律法规规定，不能
含有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的其他内
容，也不能在简介
中传播暴恐、聚赌、
涉毒等违法信息。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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