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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法治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时刻， 代表们既自
豪、 欣喜， 同时也十分清醒地知道： 推进依法
治国不可能一蹴而就， 法治中国的征途还长，

仍需要立法机关和整个社会持之以恒的努力。

吴邦国委员长在许多场合都谆谆告诫：“法
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的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在
这种情况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
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加紧迫，这也是广大人
民群众普遍关注、各方面反映强烈的问题。 ”

“常言道，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难于法治
行之。 ”李飞认为，进一步加强法律的执行确实
是一个大课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要在全民
中开展普法教育，让每个公民都学法、知法、懂

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司法机关是社会的平衡器。” 全国人大
法律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
明说， 最主要的责任就是公正司法。 必须积
极稳妥地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建立公正、 高
效、 权威的司法体制， 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
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
检察权， 提高司法威信。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僵死的教
条。” 代表们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建立后， 还要让法律被遵守、 被信任、 被
信仰， 才能把理想状态转变为社会现实， 使
法治得以进一步完善。 只有当全社会都把法
治当成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 法治中国才会
真正形成。

法治“刀刃”必须用好钢铸造

蒋惠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

立法史上的

本报记者马守敏

齐奇代表———

建议增设诉讼诈骗罪

本报记者赵俊梅

“新”与“旧”

荨3

月
10

日下午，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的形成和完善” 记者招待会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带来新旧两本书， 一本是

1984

年版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 还有一本是上午刚刚发
到每位代表手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011

年
版）》， 为大家做立法进程的对比介绍。

本报记者刘曼摄

荩

来自云南团的三位
代表， 在听取了吴邦国委
员长的报告后， 对社会主
义法制建设的新成果新发
展欣喜不已。

本报记者刘曼摄

车产业，

法护航！

3

月
10

日上午， 全国人大代表、 工信部部长苗圩对
记者说， 将在“十二五” 期间加大汽车行业兼并重组力
度， 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需要法律
法规的扶持与护航。 本报记者刘曼摄

法治在中国 实施法律最关键

奇迹

� � 1997

年， 党的十五大在确定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的同时， 还提
出了一个指向和任务十分明确的重大目标； 到
2010

年，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这是我党治国方略的重大发展， 这是一个
明确的阶段性立法工作目标， 为未来法制建设
指明了方向， 让立法更加有计划、 按步骤、 有
条不紊，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几十年的艰辛探索，终结硕果。 目前，我国
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

238

件，其中，宪法相关法
38

件，民商法
33

件，行政法
78

件，经济法
60

件，社会法
18

件，刑法
1

件，诉讼与非诉讼程序
法

10

件。 再加上宪法，共
239

件。 此外，还有行
政法规

690

余件、地方性法规
8600

余件。

因此， 吴邦国委员长庄重宣布：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信春鹰评价说，

我们用
30

年的时间完成了其他国家大约用
400

年到
500

年才完成的形成自己国家法律体
系的任务， 创造了世界立法史上的奇迹。 无
法可依的状况已经得到根本解决， 这在我国
法治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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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 固然
可喜可贺， 但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更加民主科学完善， 新世纪的立法依然任重而
道远。 对此， 代表们都有清醒的认识。

“法律体系形成之后， 完善法律体系是一
个永无止境的任务， 因为社会生活没有止境；

应该说更有挑战性， 因为剩下的需要用法律调
整的都是难度很大的问题。” 信春鹰说， 完善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更加注重对现行法律的
修改完善， 更加关注配套法规的制定工作， 根
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制定法律。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李飞认为， 完善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还要进一步抓好提高立法质
量的工作。 他表示， 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扩大公民参与立法的渠道和方式， 充分发挥各
级人大代表、 专家学者参与立法的作用， 加强

立法项目的前期评估、 立法后评估， 聘请语
言文字专家为法律语言规范化把关。

“由于过去立法中的某些仓促及技术上
的欠缺， 现行有效的一些法律， ‘概括性’

的条款， ‘号召性’ 的条款， ‘政策性’ 的
条款等缺乏‘有用性’ 的情况仍然突出。” 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表
示， “完善法律体系， 应把消除法律中的非
科学因素作为主要内容。”

代表们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的形成， 仅是建立法治社会的第一步， 接
下来， 要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 加紧添补立法的空白点， 将修改现行法
律放在立法工作的重要位置， 开展法律清理
工作， 坚持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增强法律
的技术性、 可操作性， 努力提高立法质量。

� � � � 2011

年
3

月
10

日上午， 人民大会堂。 吴
邦国委员长庄重宣布： 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
际、 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
要、 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 以宪法为统
帅， 以宪法相关法、 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

的法律为主干， 由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
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国家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
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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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现有的各种纠纷解决机制，

司法在其中依然是案件最多、 力量最
强、 功能最全、 程序最公、 措施最
硬、 责任最大的一种。 司法为公平正
义而存在， 有着明确的价值追求， 而
这些价值集中体现为两种功能： 一是
实现法治， 二是促进和谐。 实现前一
个功能的主要手段是法律规制， 实现
后一个功能的主要手段是化解纠纷。

如果仅从字面上看，“实现法治”

与“促进和谐”其貌不扬，似乎人人皆
可为，“法律规制”与“化解纠纷”也不
是司法的专利。法律工作者很多，法律
机构也不少。那么，司法所担负的这种

使命到底重要在何处呢？

最高权力机关制定法律， 体现民
意， 描绘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的蓝图。 但是， 在地图上可以找到湖泊
片片， 发现良田万顷， 但并不能解除你
现实的饥渴。 在地图上可以找到自己家
的住址、 门牌号， 但你还得回到现实中
来， 到温暖的家中御寒。 司法就是把法
律中蕴涵的抽象的正义， 落实在具体裁
判的那个人。

行政机关执行法律， 同时代表着一
种独立的利益， 无论是在国际社会的竞
争中， 还是在社会发展中的民生需求中
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同时，政府还经管
着巨大的国库，调度着庞大的就业，维护
着复杂的社会治安。 一旦与其他法律主
体发生纠纷，它自身就是当事人。 那么，

谁来充当清明的第三方裁决者呢？ 宪法
又将这一重大职责赋予了法院。

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相互之间发
生了法律上的争议之后， 这些主体当然
希望能找一个中立、 公允、 有能力、 有

权威的第三方解决自己的纠纷。 同时，

这个第三方还必须有程序正义的保障，

而且所依据的是对所有人都平等适用的
法律而非其他。 法院义不容辞地担负起
了这一使命。

司法就是在这样的平台上履行着审
判职责， 实现着法律规制和化解纠纷的
功能。 仅就化解纠纷而言， 动态的、 即
时性的化解纠纷人人可为、 时时可为，

而社会的长治久安还要依靠法律规制。

与其他机制不同的是， 法院在审判工作
中可以有机地把两种功能结合起来， 除
了在某些情况下只发挥其中的一种功能
外（如非讼案件的裁判、 诉讼调解结
案）， 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时发挥着法律
规制和化解纠纷这两种功能。

俗话说， “好钢用在刀刃上”。 解
其义有两层： 一是最好的资源使用在最
重要的领域； 二是“人尽其才， 物尽其
用”。 当然如果“禅” 点儿理解， 把不
同型号的钢材用在最适当的地方， 则处
处是“刀刃”， 无处不先锋。 不过从社

会科学角度分析， 司法的确有资格作为
法律规制和化解纠纷的坚韧、 锋利的法
治“刀刃” 了。

那么， 司法如何才能真正发挥应有
的作用， 成为实现法治、 促进和谐的先
锋和“刀刃” 呢？

首先是要形成共识， 赋予司法应有
的地位。 在当前价值多元、 权威多门的
现实之下， 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可以依
赖的权威。 执政党作为政治领导核心，

自然不应当去冲锋陷阵； 立法机关体现
民意、 制定规则， 以法律塑造着秩序；

行政机关作为执法者和管理者在所有活
动中拥有利益， 也不敢冒险依赖它去
“快刀斩乱麻”； 检察机关具有的监督者
身份标志着它永远不能作为刀之先锋。

于是， 革命先贤通过宪法把法院塑造成
了这样一个锋利而坚韧的角色， 成为一
切纠纷的法律裁判者。

其次， 司法机关的作用不依赖集团
军的规模作战， 而是依赖钢材的少而
精、 刀锋的薄而利。 现实情况是， 适于

做刀刃的钢材是稀有的。 与之相适
应， 各国的司法机构也都不大。 如果
没有好钢， 则刀会卷刃， 会钝化， 会
生锈， 最终作用全无。

第三， 司法功能的发挥需要坚强
的支撑。 如果没有充足的钢材， 厚实
的刀背， 合体的刀把， 仅凭一缕薄
刃， 则砍削无力， 最终一事无成。

第四， 建立制约监督机制。 作为
实现法治最给力的先锋， 作为化解纠
纷的主要力量， 司法应当发挥作用，

但为避免误伤无辜， 必须谨慎使用司
法权力， 加以严格制约， 严密监督。

当然， 也不过于轻缓， 当断不断， 让
钝化的刀刃类似于普通的钢板。

（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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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诈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要比
普通诈骗侵财犯罪更为严重， 其后果不
仅使被害人失去财产等物质利益， 而且
干扰了正常的司法秩序， 损害了司法的
公信力。”

3

月
7

日下午， 全国人大代
表、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向记
者谈及他建议增设诉讼诈骗罪的原因时
说道。

齐奇告诉记者， 近年来， 通过虚假
诉讼手段骗取财物的诉讼诈骗现象日益
蔓延， 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据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的一项调查， 浙江省东阳市
人民法院近九成的法官曾接触到虚假诉
讼案件， 八成法官感觉该类案件有逐年
递增的趋势； 浙江省丽水市

4

所基层法
院近年已发现虚假诉讼案件

197

件； 全
省其他地区也不断出现该类案件。

齐奇说， 从司法实践来看， 诉讼
诈骗表现形式多样： 有的表现为骗取
人民法院判决、 裁定或调解书， 从而
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有的表现为为逃
避履行给付义务而进行诉讼诈骗以转
移资产或参与分配； 还有的表现为离
婚案件一方当事人为多分夫妻共同财
产， 采用虚假诉讼手段骗取人民法院
判决、 裁定、 调解书转移夫妻共同财
产等等。

2010

年， 浙江法院已从中查
处了虚假诉讼涉案

137

件
110

人， 其
中已判刑

41

人， 民事制裁
44

人， 移
送公安机关侦查

25

人。

对于诉讼诈骗行为， 我国刑法已有
涉及， 对有的诉讼诈骗行为可依法以妨
害作证罪、 职务侵占罪、 拒不执行判
决、 裁定罪、 虚假破产罪等其他罪名论
处。 然而， 对于虚假诉讼中骗取人民法
院判决、 裁定或调解书， 非法占有他人
财物这一最为典型的诉讼诈骗行为， 我
国刑法欠缺明确规制。 进而导致司法实
践对诉讼诈骗案件的处理极不统一， 既
影响了司法、 法律权威， 也妨害了对诉
讼诈骗行为的有效惩处。

考虑到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
诉讼诈骗行为定性的重大分歧， 齐奇认
为， 应当在立法中专门规定独立的诉讼
诈骗罪， 以统一认识和法律适用。

新世纪求索 完善体系无止境

三十年艰辛 法律体系今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