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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职业教育
法修订草案提请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审议。值得注意的
是，修订草案明确了职业
教育的定位，规定职业教
育与普通教育是不同教育
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根据自
身生产经营需求，利用资
本、技术等要素，单独举办
或者联合举办职业学校、
职业培训机构。（摘编自

《法制日报》）

●北京市人社局日前
发布《北京市深化工艺美
术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
实施办法》，其中优化了工
艺美术职称专业目录，打
通了正高级职称层级，增
设了正高级工艺美术师职
称，首次将京剧脸谱、风
筝、毛猴等民间工艺纳入
职称评价范围。（摘编自

《北京日报》）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
印发《关于推动公立医院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
明确，将深化医保支付方
式改革。推行以按病种付
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
支付方式，开展按疾病诊
断相关分组付费国家试
点，开展区域点数法总额
预算和按病种分值付费试
点，探索按床日付费、门诊
按人头付费。探索对紧密
型医疗联合体实行总额付
费。科学制定医保总额预
算，合理确定、动态调整按
病种、按床日、按人头等的
付费标准。（摘编自《经济
参考报》）

■国际速读

文件证实东条英机等7
名甲级战犯骨灰去向 日本
大学生产工学部专职讲师
高泽弘明发现，在美国国家
档案和记录管理局所藏文
件中记载，二战结束后在东
京审判中被判死刑的东条
英机、广田弘毅等 7 名甲级
战犯的骨灰最终被撒入太
平洋。报道说，这份文件由
战后将司令部设在日本横
滨市的美国陆军第八军编
写。这7名甲级战犯骨灰的
处理方式此前并不明确。
（摘编自《羊城晚报》）

韩国防部成立工作组
改进军队防性侵体系 韩联
社近日报道，韩国国防部将
成立一个工作组，以审视军
方如何处置军中性侵行为，
从 而 改 善 军 中 防 性 侵 体
系。此前，韩国空军第20战
斗飞行团士官李某3月举报
中士张某性侵，李某5月22
日被发现在宿舍死亡，疑似
自尽。该案件在韩国军政两
界引发震动。空军参谋总长
李成龙4日因这一事件引咎
辞职。（摘编自《现代快报》）

“司法对于此种（规避限
购政策，通过投机性购房获取
额外不当利益）行为如不加限
制而任其泛滥，则无异于纵容
不合理住房需求和投机性购房
快速增长，鼓励不诚信的当事
人通过规避国家政策红线获取
不当利益，不但与司法维护社
会诚信和公平正义的职责不
符，而且势必导致国家房地产
宏观调控政策落空，阻碍国家
宏观经济政策落实，影响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日前，最高
法在一则司法判例中对“借名
买房”行为的相关表述引发广
泛关注。

代持协议法律效力引争议

“借名买房”即通过代持
方式购房的行为早已存在，因
该行为引发司法纠纷的案例也
不在少数。截至 2018 年 12
月，以“借名买房”为关键词在
中国裁判文书网共计检索出

3170 篇 裁 判 文 书 ，而 截 至
2021年5月，相同检索条件检
索出的裁判文书为10552篇，
两年多的时间，相关案例增加
了两倍有余。

多位律师表示，此前因规
避限购政策“借名买房”签订的
代持协议的具体效力在法律学
界存在一定争议。有观点认
为，限购政策并非法律和行政
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
此违反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
协议有效；也有观点认为，规避
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行为违
反公序良俗，应认定为无效。
而最高法在最近公布的案例
中对规避限购政策的“借名买
房”协议作了后一种判决。

房地产市场的“公序良俗”

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主
任张志同指出，《民法典》出台
后，对“公序良俗”原则愈加重
视。上述判例中，相比一审与
二审法院判定相关代持协议有

效的判决，最高法的判决更符
合《民法典》的精神。

“限购政策要限制的是各
种名目的炒房和投机性购房，
如果投机者因为有能力有关系
操作‘借名购房’而规避限购政
策，真正受限的就可能变成有
购房需求却无法‘借名’的购房
者，这显然有违社会公平和公
序良俗。”张志同认为，落实“房
住不炒”原则，就必须要赋予它
一个执行力，这个执行力落实
到法律层面就是《民法典》中提
及的公序良俗原则。

最高法判例指导意义深远

“现实中，‘借名买房’者其
实对相关风险有一定的认识，
因此一般都会避免此类行为。
但限购政策限制下，有些人在
巨大利益诱导下往往铤而走
险。”广东润鹏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张磊称，在最高法发布
上述判例后，这些“铤而走险”
的人无疑将面临更大的风险。

据分析，按照最高法的判
决精神，因规避限购政策“借名
买房”而签订的代持协议是违
反公序良俗的，因而也是无效
的。在此情况下，出名人面临
债务纠纷时，“借名买房”人就
无法享有排除相关房产被强制
执行的民事权益，相关房产很
可能会被强制执行。借名人仅
能通过相关证据向出名人追要
自身支付的购房款，但此时出
名人刚因债务纠纷被执行，还
有财产偿还借名人的概率就不
大了，因此借名人很可能会“钱
房两空”。

除了警示房地产市场的
投机客外，多位律师还指出，最
高法在上述判例中的相关判决
对此后相似案件的司法判决有
着很强的指导意义。“我国虽不
是判例法国家，但按照最高法确
立的类案同判原则，相关案例对
今后类似案例的判决还是有着
很强的指导意义。”张志同说。
（摘编自《21世纪经济报道》）

最高法判例不支持“借名买房”

近日，国家医保局联合国
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中
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印发《关于
开展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
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的指导
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明确
将逐步扩大覆盖范围，促进高
值医用耗材价格回归合理水
平，减轻患者负担。

在今年开展的首批高值
医用耗材集中招标采购中，中

标的冠脉支架产品价格由1.3
万元/只，降价到 700 元/只，平
均降幅达93%。此次《指导意
见》明确指出，按照国家组织、
联盟采购、平台操作的总体思
路，由国家拟定基本政策和要
求，组织各地区形成联盟，以公
立医疗机构为执行主体，开展
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
量采购，探索完善集采政策，逐
步扩大覆盖范围。意见还要
求，医疗机构应优先采购集中
采购中选产品，制定优先使用

中选产品的院内诊疗路径，并
按采购合同完成约定采购量。

实际上，地方按照国家“应
采尽采”的方针，已经在试水扩
大范围。5月26日，“福建省第
二批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拟
中选结果的通知”挂出，本次带
量采购的品种为心脏双腔起搏
器、冠脉扩张球囊、单焦点人工
晶状体、一次性使用套管穿刺
器、吻合器、硬脑（脊）补片、腹
股沟疝补片等 7 类医用耗材。
（摘编自《人民日报》）

高值医用耗材国家集采将扩围

近日，一张名为“青眼白
龙”的游戏牌出现在司法拍卖
平台，起拍价仅80元。有网友
指出，该游戏牌如果是真品，则
是日本动漫《游戏王》方面此前
发售的全球限量500张中的一
张，系黄金打造，发售时的售价
超过1万元人民币，现在市价则
在20万元以上。目前，有超过
13000人报名参加此次拍卖。

法院执行裁定书显示，与
该游戏牌一同作为拍卖标的

物的还有镀金镶钻游戏手柄、
限量款游戏机等大量珍贵游
戏装备。这些财产原属于今
年27岁的男子张某杰。

一名参与了张某杰相关
案件审理的知情人士称，张某
杰曾在安徽滁州负责存量房
资金托管工作，总共贪污了将
近7000万元，当地法院于去年
11月判处张某杰无期徒刑，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据知情人
士证实的该案件起诉书显示，

张某杰从21岁时开始，利用填
写托管协议、开具资金托管凭
证和收取买房托管资金等职
务便利，采取收取托管资金不
入账，直接将钱款据为己有；伪
造收款事实，利用单位账户中
公款支付其个人买房费用、虚
构买房事实骗取单位公款等
方式，多次贪污存量房托管资
金。经审计查明，张某杰共计
侵吞6993.25万元人民币。（摘
编自《北京青年报》）

司法拍卖游戏牌引网友围观
■数字中国

192起
7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 审 议 的《国 务 院 关 于
2020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
作报告》披露，2020 年 5
月以来，审计共发现并移
送重大问题线索 192 起，
涉及金额 1430 多亿元、人
数1160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