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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监督员的设立， 是新世纪新阶段
贯彻依法治国理念的重要措施， 是发挥社
会监督、 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一种
民主机制， 是最高人民法院落实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基本政治制度、 开展民主监督的
重要制度保障， 也是司法机关联系人民群
众的一个重要桥梁和纽带， 为民主党派反
映人民意愿、 建言献策、 推进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建设构建了一条重要渠道和广阔的

参政议法平台。
长期以来， 最高人民法院大力加强司

法公信建设， 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
革，全面加强队伍建设，更加自觉地接受各
方面监督，践行司法为民的宗旨，努力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为社会各方面
的建设以及国资监管工作保驾护航， 作出
了卓越贡献。 特约监督员的设立为社会对
法院工作进行监督提供了一条新的渠道和

途径，是促进司法公开、弘扬司法民主、推
进公正廉洁司法、 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
举措。我们荣幸地成为特约监督员，这对我
们来说不仅是一份荣誉， 更意味着一种责
任，深感使命之光荣，责任之重大。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今后， 我们将带
着对人民法院负责的态度、 对人民群众负
责的情感投入到工作中， 围绕最高人民法
院的中心工作， 按照 《最高人民法院特约
监督员工作条例》 的要求忠实地履行职责。
一是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 围绕最高
人民法院的工作部署， 突出监督重点， 注
重监督实效， 当好法院工作的督察员， 以
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认真履行职责，
把监督检查工作做实做好， 促进最高人民
法院工作健康发展； 二是注重深入基层、

调查研究， 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反映群众
呼声， 当好社情民意的信息员， 就加强和
改进人民法院工作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

议； 三是要大力宣传人民法院工作的基本
理念、 人民法院工作情况和人民法院先进
典型的感人事迹， 当好司法工作的宣传员。
要充分发挥既了解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情况，
又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 使群众更多地了
解法院和法官的工作， 增强对司法工作的
理解和认同， 真正成为人民群众与法院沟
通的桥梁。

我们中的每个一个人虽然来自不同的

行业领域， 不同的工作岗位， 但我们的目
标是一致的， 即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人民
法院监督机制， 维护司法公正， 提高司法
公信力， 推动人民法院工作科学发展， 探
索一条有效的特约监督员机制。 作为特约
监督员， 不仅需要有公益心， 还需要有责
任心， 而最关键的是要有实事求是的精
神， 恪守客观公正的基本工作准则。 打铁
还需自身硬。 作为特约监督员队伍中的新
兵， 从事这份工作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学习
提高的过程。 今后在工作中， 我们一定严
格要求自己， 认真落实中央的八项规定，
廉洁自律， 加强自我监督， 在实践中不断
充实完善自己， 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
力， 更好的践行所承担的责任。

最后， 我谨代表我们新任特约监督员
庄严表态： 我们一定好好珍惜这份荣誉，
不辱使命， 认真完成好赋予我们的光荣任
务。 并希望今后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光辉业
绩里， 有我们一份微薄的贡献， 愿意和大
家一起努力共圆美丽、 庄严、 和谐的平安
中国梦！

我是首届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

员， 这次能连任感到很荣幸， 感谢最高
人民法院再一次给我一个学习法律， 为
中国的法律事业作贡献的机会。

能够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

员， 既是荣誉， 更是责任， 如何更好的
履职， 我的体会有以下几点：

特约监督员要加强学习 。 我们在
座的很多特约监督员都和我一样并不

从事法律工作 ， 这就需要我们要做有

心人， 要在平时抽时间学习法律知识。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形

成 ， 我们作为特约监督员要认真学习
掌握法律法规 ， 尤其是与民生 、 社会
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 ， 这样我们说话
才有依据， 我们的报告才能有的放矢。
除此以外 ， 还要加强对党中央和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关政策方针方面文

件的学习。
特约监督员要熟悉最高人民法院工

作的方针政策，包括周强院长所做的重要指
示，要熟悉我国的审判制度，要熟悉我国审
判制度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特约监督员要宣传我国法院工作取得

的成绩， 给社会以正能量 。 我们要做到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 做人民法院成绩
和成就的宣传者 ， 让民众了解我国司法
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 ， 因而我们对最
高人民法院的工作要深入研究、 学习、 探
讨， 要做到对具有原则性、 决定性的大事

了然于胸。
特约监督员接触社会、 接触案件要立

足于公心， 带头维护司法的公平公正， 做
到不谋私利、 不讲私情、 认真了解、 兼听
则明， 把准确、 翔实、 有真凭实据、 在社
会有广泛代表性的有关案情反映给最高人

民法院。
总之，作为一名最高人民法院的特约

监督员， 我们要抓住这五年的任期， 做一
点有意义的事情出来， 不要空担虚名， 不
要成为一名不作为的特约监督员。 我们愿
与最高人民法院共同努力， 为推进法治中
国建设、 为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

受到公平正义”、 为实现中国梦作出自己
的贡献。

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举措
农工党中央监督委员会委员、监察部驻国资委监察局监察员 黄宝荣

不辱使命 积极作为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动漫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 李 扬

本院于 2013 年 3 月 20 日受理了申请人湘潭市建筑设计
院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香樟路支行号码为 10500053/21672437的银行承兑汇票 （出
票行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香樟路支行， 金额 500
000元，付款行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香樟路支行，
收款人为湖南京宝德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依法办理了公示催
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2013年 6月 4日作
出（2013）雨民催字第 832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湘潭市建筑设计院对上述款项有
权请求支付。 [湖南]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年 3月 25日受理了申请人江西广力药业有限
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1张（票据号码为 3130005126727555，票
面金额为 480000元，出票人为江西五洲医药营销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神威药业（海南）有限公司，持票人为山东天力药业有限公
司，票据支付行为南昌银行丰城支行）的公示催告申请，已依法予
以公告。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3年 6月 3日依法作出（2013）丰民催字第 4 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
求支付。 [江西]丰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年 3月 22日受理了申请人无锡东翔货运有限
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 31300051/23849995、面额为人民
币 10万元、 出票人为南通市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如东分公
司、收款人为南通东苴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1月 24日、 汇票到期日为 2013年 7月 24日） 的公示催告申
请，已依法予以公告。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
申请，本院于 2013年 6月 4日依法作出（2013）崇催字第 0015号
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 2013年 7月 24日后，申请人
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江苏]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德阳市恒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因被盗汇票一张。 票
据记载：汇票号为 1050005320433815，票面金额为壹拾伍万元

整，出票人为广西五菱福达车辆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4 月 17 日，收款人为德阳川德交通机械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
请人德阳市恒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10
月 17 日， 付款行为建行贵港分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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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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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达可尔汽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中国

光大银行黑龙江分行营业部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 号码是
3030005120086385 号，金额为 546,166.52 元，出票人哈尔滨东
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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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济源市方升化学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30800053 93669859、出票金额为伍佰万元整、出票人为河南济
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5 月 15 日、收款
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11
月 15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招商银行郑州九如路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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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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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济源市方升化学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30800053

93675196、出票金额为伍佰万元整、出票人为河南济源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3年 5月 15日、收款人济源市金马焦化有限
公司、汇票到期日为 2013年 11月 15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
招商银行郑州九如路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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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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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熟市虞山镇金日盛楼梯商行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出票人为苏州华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常熟
市嘉丰新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最后被背书人、持票人均为常熟
市虞山镇金日盛楼梯商行， 出票行为中国农业银行常熟兴福支
行，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1 月 29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7 月
29日，票面金额为 50000元，票据号码为 1030005220084100，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提出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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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诸城泰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二张，
票号 30400051/21086281、30400051/21086274，票面金额 50000元
与 100000元，出票日期 2013年 3月 28日，汇票到期日 2013年 9
月 28日，出票人张家港市金玛家交电有限公司，收款人张家港市畅
炜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华夏华银行张家港支行，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
后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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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讯仁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民生银行苏州

分行于 2013 年 1 月 31 日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 票号
30500053/22898892，票面金额 100000元，出票人苏州工业园区
唯亭商旅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到期日 2013 年 7 月 3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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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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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扬中金杰电器有限公司遗失你单位于 2013 年 4 月
26 日签发的银行 承 兑 汇 票 一 张 （该 票 据 记 载 ： 票 号
3130005128875724，金额 5000 元，出票人镇江环太硅科技有限
公司、收款人高照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付款行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扬中支行，出票日期 2013 年 4 月 26 日，到期日：2013
年 10月 25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
的规定，通知你单位对上述银行汇票应立即停止支付，待本院
依法作出裁定或判决后再作处理。 [江苏]扬中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市奥博注塑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票号 32000051 20965238，票面金额 5 万元，出票日期
2013年 3月 6日，付款行江苏邗江民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维扬支行，出票人扬州市睿智钣金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扬州
市恒亚贸易有限公司，经转让现票据持有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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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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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沈阳市东明无缝钢管有限公司因丢失转账支票贰

张，票号分别为：4020213000665842，票面金额为人民币贰仟柒
佰陆拾元；支票号码为 4020213001974722 空白支票，发票人及
持票人均为沈阳市东明无缝钢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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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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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因丢失一张银行

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出
票人为新疆石油管理局财务资产处，付款人为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石油分行， 票号为 1050005220075208，出
票日期 2012年 12月 21日，出票金额为 1413166.15 元，收款人
为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第一背书人为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
司，第二背书人为衡阳华菱连轧管有限公司，第三背书人为湖
南华菱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汇票到期日 2013 年 3 月 21

日。 自公告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无人申报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票据无效。 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国市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费强收购门市部因遗失

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号为 31300051/28654064，出票人杭州鼎
立新型墙材有限公司 ， 出票行杭州银行富阳支行 ， 账号
87338100223979，汇票金额为 50000元，出票日 2013 年 1 月 15
日，到期日 2013 年 7 月 15 日，收款人南城县恒宇物流有限公
司，账号 190203010400127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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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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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新力（佛冈）化机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票号：31300051/25529860，票面金额为伍拾万元整，出
票日期为 2013 年 3 月 25 日， 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9 月 25
日，出票人为桐乡市恒越纺织后整理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上海
巨新印染机械有限公司，第一被背书人为上海科达传动系统有
限公司，第二被背书人即为申请人）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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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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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桐乡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沪运制版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持有的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票号为 10200052/21307682，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龙游支行于 2013年 5月 10日开具， 到期日 2013 年 11 月 6
日，票面金额叁拾万元整，付款行龙游支行营业场，出票人浙江真
心毛绒制品有限公司，账号 1209220419200004092，收款人吴江
腾腾纺织有限公司， 账号 505358196288， 经背书后由申请人持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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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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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游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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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届特约监督员聘任大会发言摘登

特约监督员工作是健全和发展我国

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有力举措， 是党和
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有效渠道，是
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发挥参政议

政、民主监督作用的重要形式，是坚持和
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的生动体现。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特约监督员

工作，自觉接受民主监督，坚持高起点、
高标准、规范化地开展工作，取得了显著
的成效。 最高人民法院的特约监督员工
作，制度健全，富有成效，为其他方面加
强特约监督员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 特
别是周强同志一贯重视多党合作， 在担
任省委书记时， 就亲自走访各民主党派
中央，听取意见建议，与各民主党派中央

领导同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周强同志
刚到最高人民法院任职， 就积极推进司
法公正，切实提高司法公信力，这在社会
上反响热烈。我们相信，在周强同志的领
导下， 最高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一定会
再上一个新台阶。

这次受聘的 42 名特约监督员，都是
学有专长、经验丰富，具有很强的敬业精
神和社会责任感的专家、 学者和有关方
面的领导干部。在今后的工作中，相信大
家一定会格外珍视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

职责，切实做好特约监督员工作。借这个
机会，我谨代表中央统战部对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无党派的特约监督员提三点希

望，供大家参考。
一要多用心。特约监督员所承担的

是政策性 、专业性 、纪律性很强的工作 ，
不仅要有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 ， 还需要
掌握足够的专业知识 。 这就要求大家要
用心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 具体说 ，
就是要加强对多党合作的新理论 、 新政
策、新观点的学习，了解把握我国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和进程 ， 善于把
维护法律尊严与保障人民权益紧密结合

起来； 要主动了解最高人民法院改革和
发展的工作大局 ， 学习履行职责所需要
的业务知识和相关法律知识 ， 并进一步
关注国家大政方针及政策法规调整的新

情况，这样参谋才会参到点子上 ，献策才
会献到关键处。

二要怀民心。 这次最高人民法院聘任
新一届特约监督员， 正值全党即将开展以

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开始之际，这项工作的启动，
本身就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虚心听取各方

面意见、坚持走群众路线的良好作风。作为
特约监督员， 就应该当好人民群众与最高
人民法院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要主动
贴近群众，深入基层，知真情、察隐情，多倾
听群众呼声， 多反映群众意愿， 多解疑释
惑，多团结鼓劲，努力提出真知灼见和具有
针对性、可操作性的解决措施，为群众排忧
解难。同时，要主动关心最高人民法院的建
设与发展， 为最高人民法院加强和改进工
作多进诤言，多献良策。

三要持恒心。当好特约监督员，需要付
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这就要有持之以恒
的工作态度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作为特约
监督员，要始终做到实事求是，始终保持工
作热情，始终坚持廉洁勤政。同时要以主人
翁的精神，积极履行职能，认真参加有关活
动，与最高人民法院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
真正做到切实不表面、帮忙不添乱。

在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领导下， 在
法院系统广大干警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下， 在特约监督员的共同努力下， 这项
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得到社会各方
面的好评。 监督员工作的开展， 对于促
进司法公开、 推进司法公正、 坚持司法
为民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高度重视全

国人大代表担任特约监督员这项工作。
2010 年， 我们推荐了 20 名全国人大代
表担任第一届特约监督员。 今年， 又有
11 名全国人大代表担任第二届特约监
督员， 这其中有 5 名代表是第一届特约
监督员。 从第一届监督员代表履行职责
情况看， 代表们十分珍惜担任监督员这
个机会， 认真按照监督员工作条例的要
求， 积极参加各项活动， 努力为法院工
作建言献策， 较好地履行了特约监督员
职责。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明确

要求， 党中央高度重视法制建设， 人民
群众对人民法院工作寄予很高的期望，
全国人大代表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

组成人员， 有责任有义务为推进司法公
正、 提升司法公信力， 支持和监督审判
机关工作贡献力量。 从人大工作的实践

看， 人民法院工作一直是人大代表关注的
重点、 热点。 在每年组织开展的代表专题
调研和集中视察活动中， 各选举单位都组
织代表就法院工作听取汇报 ， 了解各级
法院的工作情况 。 两会期间 ， 代表也围
绕着法院工作报告 ， 提出审议意见 ， 并
对法院工作提出议案和建议 。 今年 3 月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 代表就人民
法院工作提出的议案建议就有 60 余件 。
同时， 也有不少代表向各级法院转递人
民群众反映的涉法 、 涉诉案件 。 这些都
得到了各级法院的大力支持。 最高人民
法院人民监督工作办公室， 也积极与全国
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沟通联系， 加强工作
上的协调配合， 为代表依法履职提供服务
保障。

这次又有 11 名全国人大代表被推荐
为第二届特约监督员， 这既是一种荣誉，
更是一份责任。 各位监督员代表来自不同
行业、 不同地区 ， 都是各方面的优秀代
表。 作为兼职代表， 大家的本职工作任务
都很繁重， 希望各位代表按照监督员条例
的要求， 认真履行监督员职责。 一是当好
监督员。 要妥善处理好本职工作、 代表履
职和担任监督员工作的关系， 合理安排时
间， 积极参加相关工作会议、 旁听案件庭

审听证， 自觉参加专项调研和视察等活
动 ， 认真履行职责 ， 珍惜监督员这一称
号， 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监督员作用。 二是
当好联络员。 要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 调
查研究， 广泛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 充分
发挥代表沟通民意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及
时把人民群众对审判工作的意见反映上

来， 为推动人民法院工作积极建言献策。
三是当好宣传员。 要通过人大代表的身份
和代表履职的渠道， 广泛宣传法院工作，
把人民法院公正司法、 人民法官无私奉献
的真实情况传递给人民群众。 让社会各界
客观全面的了解人民法院工作， 了解我国
的司法制度， 让代表和广大群众理解和支
持人民法院工作。

特约监督员工作是加强新时期法院外

部监督工作一项新的举措， 广大审判工作
者和人民群众对监督员寄予了很高期望，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一定协助配合最高

人民法院做好监督员的服务保障工作， 认
真总结工作经验， 改进工作方法， 切实解
决兼职代表， 本职工作任务重， 社会活动
多等实际困难和问题， 进一步提高服务保
障工作水平， 推动特约监督员工作再上新
台阶， 为促进人民法院工作科学发展、 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新的贡献。

一、 充分发挥政协委员在民主监督
方面的优势。 政协委员应邀担任司法机
关和政府部门特约监督人员， 是人民政
协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之一。 人民政协
的民主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民政协的三项主要
职能之一。政协委员具有人才荟萃、智力
密集的特点，可以深入研究一些宏观的、
重大的、深层次的问题；具有代表性强、
信息量大的特点，能够反映各行各业、社
会各界群众的意见、愿望和要求；具有位
置超脱、视野开阔的特点，能够比较客观
地提出意见、 批评和建议； 具有下通各
界、上达中央的特点和优势，能够发挥民
主重要渠道作用。

由政协委员担任特约监督员， 有利
于党和政府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 有利
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有利于各方面
人士通过政协组织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 切实发挥人民政
协民主监督的职能作用。 从全国政协委
员中聘任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为
进一步发挥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影响力，
为人民有序参与对司法的监督， 弘扬社
会主义法治精神， 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
要意义。

二、 担任特约监督员要有高度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接受
社会监督工作， 积极推进聘任特约监督员。
2010年聘任了包括全国政协推荐的10名委
员在内的第一届特约监督员。 随后，最高人
民法院专门制定了特约监督员工作条例，并
采取一系列的举措， 为特约监督员了解情
况、深入监督，开展了大量而又卓有成效的
工作。委员们也在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
的岗位上积极建言献策， 切实行使监督职
权，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普遍反映良好。

这次受最高人民法院邀请， 我们又推
荐了 11 名委员担任特约监督员。分别来自
无党派、共青团、科技、社科、经济、教育、文
艺、新闻出版、医卫共 9 个界别。这其中，有
科学技术、法学、文化艺术、医药卫生和青
年思想教育方面的专家学者， 有金融和企
业经营的领导干部，有非公经济人士，有少
数民族人士。从人员构成上，基本体现了人
民政协的特点， 考虑了委员的专业建树和
行业代表性、影响力。 这 11 名委员，是从
2200 余名全国政协委员中选荐出来的，是
代表人士中的代表。大家履行职责的渠道，
除了参加政协的会议和活动外， 又多了一
个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这个平台。 能够有
这样一个平台的委员不多， 希望受聘为人

民法院特约监督员的委员珍惜这个难得的

机会，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按照最高
人民法院的有关要求和周强院长讲话中提

出的希望，认真学习法律知识，熟悉法律程
序，密切联系群众，了解情况，反映问题，发
挥各自的能力和专长， 做好监督员的每项
工作，要关心体贴法律工作者的甘苦，要顺
应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司法公正的热切期

待，为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发挥正能量，
作出新贡献， 履行好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
督员的职责， 也为切实推进人民政协的民
主监督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切实做好特约监督员的有关工作。
全国政协办公厅将不断加强对特约监督员

的服务工作。一是认真研究做好推荐工作，
负责任地推荐体现政协组织特点，作风正、
能力强、履职积极的委员担任特约监督员；
二是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担任特约监督员，
使各位委员承担的任务更多了， 担负的责
任义务更重了， 全国政协办公厅有责任为
大家的工作提供方便，予以保障；三是担任
特约监督员的委员拥有全国政协和最高人

民法院两个履职平台。 要努力研究探索将
委员的这两个履职平台有机衔接， 互为支
持， 使担任特约监督员的委员在履职中发
挥出更大的优势。

编者按： 6 月 5 日， 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第二届特约监督员聘任大会， 此次共聘任 42 名特约监督员。 会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向
与会的特约监督员颁发聘书并发表讲话指出， 聘请特约监督员对法院工作进行监督， 对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的要求，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民法院要自觉接受监督， 维护公平正义。 本报特辟专版刊登与会人
员发言摘要， 以飨读者。

当好监督员、联络员、宣传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何晔晖

多用心 怀民心 持恒心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林智敏

建言献策 民主监督
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书记、副秘书长 孙怀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