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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带来人民法院新风貌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景汉朝与网民在线交流

本报记者张景义

3

月
10

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
党组成员、 副院长景汉朝来到最高
人民法院网、人民网全国两会联合
在线访谈演播室，以“司法改革带
来人民法院新风貌”为主题，与广
大网民进行在线交流， 现摘要如
下：

司法改革带来法院新风貌
主持人：自党的十七大以来，人

民法院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
革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景汉朝： 党的十七大从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
出发， 提出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
战略部署。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总
体思路是，从我国国情出发，从人民
群众最关心、 最期待解决的司法问
题入手，紧紧抓住司法公正、司法效
率、 司法能力、 司法权威等关键环
节， 切实解决制约人民法院科学发
展的体制性、机制性和保障性障碍，

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
完善，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全面推进，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主持人：近年来，人民法院司法
改革取得的主要成就有哪些？

景汉朝：近年来，在党中央的领
导和人大的监督下， 人民法院积极
推进司法改革，涉及面比较广，主要
有：大力推进司法公开制度改革，不
断提高司法民主水平和司法透明
度； 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
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赋予人民群
众解决纠纷更多的选择权， 既化解
了矛盾纠纷，又降低了成本；进一步
完善诉讼调解制度， 按照“调解优
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充分发挥
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作用；健

全民意沟通表达长效机制， 广泛
听取群众反映和社会呼声， 充分
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表达权和监督权； 建立和完善民
事行政案件执行制度， 加强了执
行监督制约， 进一步加大了执行
工作力度；完善民事再审程序，依
法保护好当事人合法权益， 切实
解决人民群众申诉和申请再审难
问题； 进一步扩大人民陪审员的
数量和参加审理案件的范围，提
高了司法活动的公众参与度和信
任度；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有效缓解了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造
成的精神痛苦和实际困难； 完成
量刑规范化和审理程序改革，进
一步规范了法官的裁量权； 健全
诉讼服务机构， 方便人民群众诉
讼；强化审判管理，提高审判执行
工作的质量与效率，等等。

总的来看， 司法改革带来了
人民法院的新面貌和新变化：一
是加大司法为民的改革力度，使
人民群众真正从司法改革中受
益； 二是加强对司法权运行的制
约与监督，使司法行为更加规范；

三是增强法院工作的透明度，以
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信； 四是强
化审判管理， 提高审判执行工作
的质量与效率。

司法公开是司法公
正的重要保证

主持人： 最高人民法院推行
司法公开有哪些具体举措？

景汉朝： 王胜俊院长多次深
刻指出：“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推进
司法公开， 司法公开是司法公正
的重要保证”。这方面我们采取的

措施较多，涉及的面也很广，归纳起
来主要有： 一是以确保公正为切入
点，构建长效机制。

2009

年
12

月发
布了《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和
《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
监督的若干规定》， 向社会承诺立
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六
项公开， 规定了人民法院主动接受
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措施； 二是以
重点问题为切入点， 不断完善裁判
文书公开和庭审直播制度。

2010

年
11

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人
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
定》和《关于人民法院直播录播庭审
活动的规定》， 使这些更加制度化、

规范化；三是运用科技手段，搭建方
便快捷的公开平台。 全国各级人民
法院建立案件信息查询系统， 方便
当事人及时查询案件的进程。 建立
科技法庭，推行庭审同步录音录像。

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
庭审活动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使
庭审活动受到更切实的监督； 四是
确定司法公开示范法院，以点带面。

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确定了
100

个
法院为司法公开示范法院， 同时下
发《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全方
位地开展司法公开工作。

诉讼与非诉讼相得益彰
主持人： 请介绍一下建立健全

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
决机制的改革情况？

景汉朝：

2007

年， 最高法院就
正式启动了“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
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课题。邀
请国务院法制办、司法部、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等近二十个单位
参与研究， 提出了由最高法院出台
规范性意见、中央出台政策性文件、

修改和制定相关法律“三步走”的改
革思路。

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已经
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
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
干意见》， 中央也出台了相关政策，

目前这项改革已进入制定修改法律
的阶段。

这项改革的成效是多方面的：

第一， 赋予非诉讼调解具有民事合
同性质，使之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第
二，非诉调解可以进行司法确认，经
确认后， 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第三，建立健全基层
司法服务网络，有效分流案件，妥善
化解社会矛盾。

民意沟通方式多样
主持人： 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

改革纲要提出要“建立健全民意沟

通表达机制”，在这方面最高法院有
什么具体的举措？

景汉朝：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
视建立健全民意沟通表达机制工
作， 王胜俊院长亲自督办、 亲自实
践。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建立与人大代表、 政协委
员、 基层群众代表常态化的联络沟
通机制。

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共
承办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
议案、提案、建议

260

件，全部在规
定期限内办理完毕， 满意率达
100%

。 召开各类座谈会
30

多次，参
会

400

余人次，收集到各类意见、建
议

600

多条， 为人民法院加强和改
进自身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二是建立特约监督员制度。

2010

年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最高人民法
院特约监督员工作条例》，聘请了特
约监督员

60

名， 通过旁听案件庭
审、参加专项视察活动等，监督我们
的工作； 三是进一步加强接受媒体
监督的工作力度。

2010

年
12

月，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
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
定》。 通过新闻发布会、协调会等形
式通报情况，听取意见和建议；四是
改进和完善网络民意沟通机制。 最
高人民法院于

2009

年下发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

开通了民意沟通电子邮箱和法官违
法违纪举报中心网站，

2010

年共收
到网民来信

5685

件，按大类筛选出
网民意见和建议

81

条，有关办理情
况在最高人民法院网上公布。

信访窗口标准规范
主持人： 申诉信访与人民群众

利益密切相关， 请您谈谈当前全国
法院立案信访窗口建设的情况？

景汉朝： 人民法院进行司法改
革，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涉诉信
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 最高人
民法院

2009

年制定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人民法院“立案信访窗口”建设
的若干意见》。 各级法院从服务管
理、功能布局、设施保障、制度规章
等方面入手，加强“立案信访窗口”

的标准化、 规范化建设。 截至去年
10

月，最高人民法院、除个别法院
外的高级人民法院都建成了立案受
理大厅， 全国有

328

个中级法院、

2308

个市县区人民法院建成了立
案大厅， 覆盖率分别达

81.2％

和
74.2％

，

80%

的普通诉讼案件能够在
一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完成立
案。

解决执行难成效显著
主持人： 最高人民法院是如何

加强制度建设， 从源头上治理解决
“执行难”的？

景汉朝： 这几年人民法院除了
下大力化解大量执行案件以外，在
执行改革制度建设上也取得了明显
成效。

2009

年以来先后发布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规范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 《关
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
高消费的若干规定》、 与中央纪委
等

19

个部门联合会签了《关于建
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
意见》 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
见》已报中央有关部门审批，也即将
发布。

执行工作体制机制改革的成效
主要体现在： 一是基本建立了统一
管理、统一协调、高效运行的科学执
行体制；二是建立了执行联动、执行
威慑、规范运行的机制；三是建立了
执行信息查询、内外监督、便民利民
的有效执行体制。

当然，“执行难” 是个复杂的社
会问题，我们还要下更大的工夫，从
源头上治理。

量刑规范化公开透明
主持人： 量刑规范化改革关乎

刑事被告人的切身利益， 社会比较
关注， 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这项改革
的主要内容？

景汉朝： 在广泛调研和充分论
证的基础上，

2010

年
9

月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
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规
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
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
行）》。按此要求，法官在量刑时要采
用“三步式”，即：首先根据已经查明
的基本犯罪构成事实， 在相应的法
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然后根
据其他影响犯罪构成事实如犯罪数
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确定该
案的基准刑， 最后根据案内存在的
量刑情节如自首、累犯等，对基准刑
进行调整，同时综合考虑全案情况，

依法量刑。 这项改革使量刑更加均
衡和公正，服判息诉率明显提高，量
刑过程更加公开透明， 社会各方面
比较满意。 由于量刑标准和量刑过
程的公开， 使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
和裁判结果“看得见、摸得着”，更加
了解、理解、支持。

申请人魏立新于
2011

年
2

月
28

日将转账支票（开户单位
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七家支行， 支票号码为
GE/02 30564638

，开户账号为
0612000103000013840

，出票人为
北京华洋龙海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金额为

185468

元， 出票日
期、收款人、用途均未填写）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
定受理，现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根据申请人的
申请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信和机械加工厂因银行转帐支
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 该票据记载：票据号码为

04923595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

元、出票人为深圳市吉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信和机械加工厂、付款银行为平安银行深
圳宝安区支行。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广东
]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东莞市裕纺衬布有限公司因遗失兴业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票据号码为
GA/01 00399053

，出票人东莞市裕纺衬布
有限公司， 票面金额为

54000

元，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

月
24

日，收款人为上海东睿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出票行系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虎门支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 依法规定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

广东
]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东莞市裕纺衬布有限公司因遗失兴业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票据号码为
GA/01 00399060

，出票人东莞市裕纺衬布
有限公司， 票面金额为

51110.80

元，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

月
24

日，收款人为南通市开发区宏伟织造厂，出票行系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虎门支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 依法规定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

广东
]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东莞市裕纺衬布有限公司因遗失兴业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票据号码为
GA/01 00399051

，出票人东莞市裕纺衬布
有限公司， 票面金额为

19350

元，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

月
24

日，收款人为东莞市丰源石油有限公司，出票行系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东莞虎门支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 依法规定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

广东
]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东莞市裕纺衬布有限公司因遗失兴业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票据号码为
GA/01 00399061

，出票人东莞市裕纺衬布
有限公司， 票面金额为

98648.05

元，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1

月
24

日，收款人为福建省长乐市宏大针织有限公司，出票行系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虎门支行，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 依法规定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

广东
]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日出化工有限公司持有的中行江西分行解西

路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
1

张， 汇票号码
DB/0102898584

，

票面金额为贰万壹仟伍佰柒拾叁元玖角整。 出票人为江西九州
通药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河北万岁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出票
日期

2010

年
4

月
23

日。 现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已受理，现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

江西
]

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马锁宝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
CA/

01 03596723

，票面金额
50000

元，出票人江苏华燕船舶装备有

限公司， 收款人盐城广厦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 付
款行中国农业银行丹阳市支行， 出票日期

2011

年
1

月
14

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
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丹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长沙众允化工产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
GA/01 04961960

，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票
人丹阳市凯迪线业有限公司， 收款人丹阳市华盛线业有限公
司，付款行丹阳农合行，出票日期

2010

年
12

月
28

日。 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丹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青田欧中化工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
CA/01 03586773

，票面金额
30000

元，出票人
江苏辰阳电子有限公司，收款人丹阳市鑫电子有限公司，付款
行中国农业银行丹阳市支行，出票日期

2010

年
11

月
2

日。 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丹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丹阳市融达塑纺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
票据记载：票号

GA/01 05480996

，票面金额
30000

元，出票人
江苏元景假日旅游用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申请人，付款行江
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出票日期

2010

年
12

月
21

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丹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双燕裸铜线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遗失，票号为
GA/01 05741241

，出票时间为
2010

年
10

月
14

日， 票面金额为
500000

元， 汇票到期日为
2011

年
4

月
14

日，出票行为江苏兴化农村合作银行结算中心，出票人为泰州
博力电器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兴化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淄博周北热电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

汇票号码
GA/01 08156906

，汇票金额
50

万元，出票人锦州康泰
润滑油添加剂有限公司，付款行为锦州银行金凌支行。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辽宁
]

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自贡市畅联家电有限责任公司因持有的编号为

GA/

01 02269649

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出票人为成都市新思
路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成都金迈钢材有限公司，出票
日期为

2011

年
2

月
12

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20

万元，汇票到
期日为

2011

年
8

月
12

日，出票行为民生银行成都分行，编号
为

GA/01 02269649

的银行承兑汇票。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

四川
]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温州市鹿城中海标准件厂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

号码为
GA/01 05260936

、金额人民币
5

万元、出票日期
2010

年
11

月
30

日、到期日
2011

年
5

月
23

日、出票人湖州星星研磨有
限公司、收款人湖州佳嘉机电有限公司，出票行浙江南浔农村

合作银行。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权利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波赫革丽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所持的

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
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号码为

GA/01 04867213

，票面金额人民币
50

万元，出票人湖州峰润皮革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赫革丽高
分子科技有限公司，出票行德清农村合作营业部。 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德清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台州市港泰海运有限公司因所持的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号码为
GA/01 06686482

，出票日期
2011

年
1

月
28

日，汇票
到期日

2011

年
7

月
28

日， 出票人台州市港泰海运有限公司，付
款行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合作银行，汇票金额人民币

100000

元，收
款人宁波丰辉燃料供应有限公司）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法规定，现予以公告。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一百二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冶建防腐材料有限公司因所持的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号码为
GA/01 05509290

，出票日期
2010

年
9

月
14

日，汇
票到期日

2011

年
3

月
14

日， 出票人国鑫宏达控股有限公司，付
款行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合作银行， 汇票金额人民币

421138.5

元，

收款人台州市路桥路天化工有限公司，该汇票由收款人背书转让
给新沂市吉利五金配件有限公司，后由新沂市吉利五金配件有限
公司背书转让给上海叠信实业有限公司，再由上海叠信实业有限
公司转让给台州市文杰金属加工有限公司，最后由台州市文杰金
属加工有限公司转让给申请人）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依法规定，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

利害关系人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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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屠少萌）

“我们这三年的时间， 主要是在
坚持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方面去加强队伍的建设， 去
提高案件的质量和水平， 通过我
们的努力， 群众满意度在逐渐地
提高， 连续三年在全省政法系统
排名首位。 ”

3

月
9

日上午
11

时， 全国人大代表、 陕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安东在做客中国法
院网时告诉广大网友。

在一小时的在
线交流中， 安东向
广大网友介绍了过
去一年来陕西法院
在执行清积、 阳光
司法、 加强审判管
理等方面采取的主
要措施以及取得的
成绩， 畅谈了新的
一年将要开展的主
要工作， 并与网友
进行了热烈的在线
交流。

在谈到解决执行难问题时，

安东说， 陕西法院从立案、 执行
以及最后执行结果的检查方面，

都采取了一些措施， 去年又开
展创建“无执行积案法院” 活
动， 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创建
“无执行积案法院” 活动中， 陕
西

107

个县市区已经有
66

个实
现了“无执行积案法院” 的目
标， 他说， 今年将进一步加大执
行力度， 争取在全省所有的法院
都实现“无执行积案” 的既定目
标。

安东介绍， 为提高审判质

效， 陕西法院去年在案件质量评
查上出实招， 开展了百名优秀法
官评查案件质量活动， 并详细介
绍了分三步进行案件质量大评查
的方法， 目前已取得了明显成
效， 法官的责任意识因此增强。

安东介绍说， 陕西法院今年
将启动“三万两千” 工作， 切实
提高队伍素质。 “三万” 即“轮
训一万名干警”， 提高干警的政
治素质、 业务素质； 启动“万名

法官下基层” 活
动， 征求意见和建
议， 找准法院改进
工作的着力点；

“开展
3

万案件质
量大评查活动” ，

提高评查的质量和
水平。 “两千” 即
“千名标兵办案工
作”， 树立典型先
进； “千件司法建
议活动”， 对行政

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漏洞多提司法
建议， 促进社会管理水平的提升
和创新。

在回答网友提问时， 安东介
绍了陕西法院在处理执行申诉信
访方面的成功经验， 并谈到了今
年陕西高院提倡唱红歌、 读红色
经典的初衷： 激发出同志们干好
工作的激情。

（图片由胥立鑫摄）

陕西高院院长安东与网友交流

图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景汉朝与网民在线交流。 张维克摄

上接第一版
吴邦国指出， 改革开放

30

多
年来，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我们成
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立法路
子， 仅仅用几十年时间就形成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成绩来
之不易， 经验弥足珍贵。 他从五
个方面深刻总结了形成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经验： 一是
坚持党的领导； 二是坚持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三是

坚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 四是
坚持以人为本、 立法为民； 五是坚
持社会主义法制统一。

在报告今年常委会工作部署
时， 吴邦国指出， 全国人大常委会
工作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依法行使职权， 努力开创人大工作
新局面， 为确保“十二五” 时期经

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和社会和谐稳
定作出新贡献。 一要在新的起点上
继续加强立法工作。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 立法任务依
然艰巨而繁重， 立法工作只能加强
不能削弱。 今后一个时期， 我们要
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法律的修改完善
上来， 放到法律配套法规的制定上

来， 同时还要制定一些新的法律，

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的与时俱进和发展完善。 二要在新
的形势下继续加强监督工作， 紧紧
围绕本次大会批准的“十二五” 规
划纲要的实施， 按照监督法的规
定， 综合运用多种监督形式， 在监
督内容上更加紧扣大局、 更加贴近

民生， 使人大监督工作取得更多实实
在在的效果。 三要在发挥代表作用、

开展对外交往、 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
取得新进展。

大会执行主席马启智、 王云龙、

王珉、 石秀诗、 卢展工、 白克明、 白
恩培、 刘云耕、 刘焯华、 苏荣、 李鸿
忠、 李肇星、 肖怀远、 张云川、 张庆
黎、 张宝顺、 张春贤、 陆浩、 罗志
军、 郭声琨、 郭伯雄、 梁国扬在主席
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改革助力公正高效司法

上接第一版各位代表在讨
论政府工作报告时， 对内地和澳
门经济的发展与互动给予了充分
肯定， 并对“十二五” 规划的实
施充满信心， 我们倍感欣慰。

张军指出， 过去的一年， 最
高人民法院注重落实王胜俊院长
关于狠抓审判管理的要求， 各项
管理措施不断完善、 健全， 在落
实“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

工作主题、 实现裁判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统一方面成效显著。 人

民法院在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
上， 更好地发挥了审判职能作
用， 各项工作都有了新的发展进
步。 这些成绩的取得， 离不开包
括澳门特区各界在内的全国人民
的大力支持。 衷心希望在今后的
工作中继续得到各位代表的信
任、 理解和支持， 人民法院也将
继续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为
澳门特区的繁荣稳定作出应有的
贡献。

（宗边）

上接第一版
访谈中， 景汉朝指出， 人民

法院司法公开改革取得了重要
成果。 主要是扩大了司法公开
的范围， 从设立“立案信访窗
口”、 开展庭审直播、 建立执行
信息查询系统， 到裁判文书上
网、 推行听证公开、 发布工作
报告等， 实现法院审理信息公
开到所有管理工作信息审务公
开的转变； 创新了司法公开的
方式， 使司法公开的传统静态
传播， 发展到多角度、 全方位
动态信息化传播， 实现对当事

人面对面单一的司法服务变为
面对面服务和在线网络服务相
结合的转变， 不断提升司法公
开的水平； 完善了司法公开的
工作机制， 建立了司法公开的
考核评价、 督促检查、 物质保
障、 情况反馈和问责表彰等五
项机制， 加强监督指导。

景汉朝还就诉讼与非诉讼相
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建立
健全民意沟通表达机制、 立案信
访窗口建设、 完善执行机制、 量
刑规范化等问题与网民进行了交
流。

法院工作离不开澳门特区各界大力支持

提高审判质效

启动“三万两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