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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法院的判决后，
感觉今天很开心”

“今天上午，拿到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书，
看到判决书上写着撤销郑州
市物价局以前对我做出的答
复，责令该局对我申请公开每
家菜店房屋租赁补贴金额的
请求重新作出答复的内容后，
我感觉很开心，有了法院的支
持，以后监督政府工作，我更
自信了。”8月2日上午，在郑
州市金水区一家小区内，拿着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
书，杜先生一脸笑意。

公开资料显示，从 2012
年开始到2015年，为解决郑
州市民买菜贵的问题，郑州市
政府出台政策鼓励经营者开
办平价菜店，并规定，平价菜
店经营的蔬菜品种至少有15
个品种的价格低于周边农贸
市场平均价格15%以上，每天
有5个以上蔬菜品种的价格低
于1元/500克，粮、油、肉、禽、
蛋等副食品价格原则上应低
于同类市场均价5%以上。平
价菜店如果执行了以上政策
和其他相关规定，就可享受房
屋租金30%的政府补贴。

该政策从2012年开始到
2015年年底结束，其间，郑州
市政府共对190家平价菜店进
行了1240多万元的房屋租赁
补贴，同时对62辆运菜车补贴
了247万多元运行费。

但由于该举措“不太符合
市场规律”，没有达到政府和市
民的预期，从2016年开始，郑
州市政府对平价菜店的补贴终
止。“平价菜店”纷纷改换门庭，
现在郑州街头有些菜店虽然仍
挂着“平价菜店”的牌子，但已
经享受不到政府的补贴。

“‘平价菜店’虽然已经成
为一段历史，但当初郑州市到
底给每家菜店补贴了多少房
租？还是有必要让市民知道
的。”杜先生说，他于2016年
年底向郑州市物价局申请信
息公开，请求该局公开对每家
平价菜店的房屋租赁补贴金

额，并同时公布这些平价菜店
运营人员的名字和办公电
话。2017年年初，郑州市物价
局答复称，杜先生申请的这两
项信息因涉及商业秘密或个
人隐私，不予公开。

由于不满郑州市物价局
的答复，不久，杜先生向金水
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该法院撤销郑州市物价
局的答复，判令郑州市物价
局不公开平价菜店房屋租赁
补贴金额的行为违法，并重新
作出答复。

2017 年 12 月 25 日，金
水区人民法院以郑州市物价
局不公开这些信息不违反规
定为由，驳回了杜先生的诉
讼请求。

杜先生不服一审判决，
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了上诉，2018年 7月 30日，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
审判决。

法院认为，公共利益优先
于商业利益或个人隐私

4月25日上午，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审理此案时，郑州
市物价局称，他们之所以没有
公开这些平价菜店的房屋租
赁补贴，是因为这些菜店认
为，租金是他们的商业秘密，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
规定，涉及商业秘密的内容是
可以不公布的。至于说，平价
菜店运营人员的姓名和办公
电话，由于涉及个人隐私，也
是不能公开的。

杜先生的代理人北京市
晨野（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董女士在辩论时说，平价菜店
既然申请了政府补贴，就应该
公开其相关信息，并公布有关
运营人员的姓名和办公电话，
这样才便于市民监督，否则，
连运营人员是谁，办公电话都
不知道，怎么去监督？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审理中认为，由于涉案平价菜
店及其经营公司要从政府领
取财政补贴，那么这些经营公

司是否符合参与条件、享受财
政补贴后是否让利于民等均
涉及公众利益，即便菜店的房
屋租赁补贴可能涉及商业秘
密，经营公司负责该项工作的
人员的姓名及办公电话可能
涉及个人隐私，因上述公共利
益，经营公司也应当让渡自己
的商业利益或相关人员的个
人隐私给公共利益。因此，郑
州市物价局对杜先生申请的
两项信息公开内容的答复理
由错误，依法应予撤销。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
终做出终审判决，撤销金水区
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驳回杜
先生诉讼请求的内容，撤销郑
州市物价局对此所作的答复
内容。责令郑州市物价局对
杜先生申请公开每家菜店房
屋租赁补贴金额和平价菜店
开办公司负责该项工作的人
员姓名及办公电话的内容重
新作出答复。案件受理费50
元由郑州市物价局承担。

专家认为，法院的这份判
决“很有示范意义”

“现在各级政府都很重视
民生问题，对涉及民生的项
目，有关部门对参与者的补贴
力度很大，但到底该怎么补？
究竟补了多少？政府部门能
否不对老百姓说？此案从法
律角度回答了这些问题，所以
说，它的判决很有示范意义。”
河南大周律师事务所律师、华
中科技大学法学博士王军权
说，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碰
到公众利益和商业利益、个人
隐私相冲突的事。现在法院
在判决时，都会优先考虑公共
利益，做出有利于公共利益的
判决，其实，这也是“法律为
民”的良好体现。

从这个角度说，一些行政
部门在做工作时，也应该以更
加开放的心态，自觉主动地接
受群众监督，该公布的账目及
时公开，该说的话及时说出
来，否则，就可能吃败诉官司，
并被追责。

《市民起诉物价局不公开补贴信息》新闻后续

法院判令郑州市物价局公开信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周广现 实习生 张泽元

2012年到2015年，为解决郑州市民吃菜贵
的问题，郑州市政府出台政策，对售卖平价菜的
平价菜店进行房屋租赁补贴。郑州市民杜先生
请求郑州市物价局公开对这些平价菜店的房屋
租赁补贴金额，该局没有公开。

2017年，杜先生向金水区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请求该法院判令郑州市物价局不公开平
价菜店房屋租赁补贴金额的行为违法，金水区人
民法院以郑州市物价局不公开这些信息不违反
规定为由，驳回了杜先生的诉讼请求。

杜先生不服金水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向郑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4月25日，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4月27
日，本报以《市民起诉物价局不公开补贴信息》为
题报道此事。7月30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终审判决，撤销郑州市物价局之前作出的不
予公开每家菜店房屋租赁补贴金额的答复，责令
该局对杜先生申请公开每家菜店房屋租赁补贴
金额的请求重新作出答复。案件受理费由郑州
市物价局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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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

100米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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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办房地产开发资质60901020
●免手续费代办公司55909075

【资质专办】
市政◆通信◆幕墙86099688
房建◆消防◆设计86099088
电力◆钢构◆监理86099988

信息窗口

●收购各种茅台酒18100326256
●中成铁艺制作13592699553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软件网站

●网站搭建、托管推广56683330

公告

●寻亲公告：

我叫李军委，

家住汤阴县

伏道乡辉泉

村，于2007
年3月12日在县永达厂门口捡

到一男婴（用红布包裹），

一直与我夫妇生活至今，望

孩子亲生父母看到后及时与

我联系，电话18211659700

●郑州熙鸿科贸有限公司（注

册号：410104000000270）
经股东会决议拟注销，已成

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

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声明

●汝州中宏叶馨禽业有限公司

的公章、财务章、法人章丢

失，声明作废。

●李靖华中州大学中文系秘书

专业自考专科毕业证，编号：

05007258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全通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104568627
5786，声明作废。
●河南三碗饭实业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法人章（符宏辉
印）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白鸽树脂磨具厂全国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明细表
丢失，声明作废。（许可证
号：XK06-011-00318）许
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08月
08日发证日期：2014年12月
25日，声明作废。

培训招生

●学历证资格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4月27日，本报在AⅠ·06版以《市民起诉物价局不公开补贴信息》
为题报道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