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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公安机关办出来的真的

“假身份证、假户口簿”，不动产登记机构
只能进行形式审查，无法进行实质审查，
根本无法查验真伪，这种情况下，只靠单
独一个登记制度如何反腐？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啸表

示，不动产统一登记有助反腐缺乏可信依据

声音

微言大义

坚持党的领导，正确处理两个关系
熊秋红

今年的政法工作会议在名称上由

“全国政法工作会议” 更名为 “中央
政法工作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传递出党中央
关注政法工作、 重视政法工作、 加强
政法工作的强烈信号。 党与政法工作
的关系突出地表现在党的政策与国家

法律的关系、 党的领导与司法机关依
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 习近平
总书记在讲话中对这两个方面的关系

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为正确处理这两
个方面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其中有一
个重要方面， 那就是政策和方针的领
导。 党领导立法的方式之一是将党的
政策贯彻在国家法律之中， 可以说，
任何一项法律的创制都有一定的政策

背景， 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灵魂。
在我国， 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所赖以
产生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基础是相同
的， 其基本指导思想和价值目标也是
一致的。 因此， 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
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均反映了广大
人民的根本意志和根本利益。 改革开
放以来， 党在促进国家法律充分体现
人民意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但
是， 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各自有其发
挥作用的方式， 不能以党的政策取代
国家法律， 认为 “党的政策就是最好
的法律”， 同时也不能认为党的政策
是法治化的障碍、 遵守国家法律会和
执行党的政策产生冲突， 而应当看到
基于我国特有的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

行机制， 党的政策在国家法治化进程
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并且党的政
策发挥着对国家法律进行补充的功

能。 尤其是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
从法治发展阶段来看， 正处于建立法
治的阶段， 在此阶段， 政策填补法律
空白和漏洞的功能更为凸显。 正确地

看待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的关系， 有
利于在政法工作中分清二者的功能与

边界， 防止出现与法治国家、 法治政
府、 法治社会建设背道而驰的做法和
现象。

关于党的领导， 主要包括三个层
面： 其一是坚持党的领导； 其二是加
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其三是提高党的
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 加强和改善党
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其中的关键是党
应当尊重法治规律， 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去领导， 杜绝 “以言代法”、
“以权压法”、 “徇私枉法” 等现象。
“党领导立法 、 保证执法 、 带头守
法”， 表明了党在立法、 执法、 守法
三个环节所应当起到的作用， 也说明
了应当如何正确处理党与立法机关、
行政机关、 司法机关以及社会公众之
间的关系。 党领导立法， 需要加强党
的政策对国家立法的指导作用， 同时
将一些成熟的政策及时上升到法律层

面， 但不意味着党可以代行立法机关
的职权。 在我国法制工作的重心从法
律制定转向法律实施之后， 党应当在
保证国家法律有效实施方面发挥更加

积极的作用； 在建立法治政府的过程
中， 党应当起到为政府依法行政保驾
护航的作用 。 党带头守法 ， 尊重法
律， 维护司法的权威， 有利于在全社
会培养对于法律的信仰， 改变 “权大
于法”、 “信权不信法” 的现象。 全
社会法治观念的增强， 首先有赖于官
员法治观念的增强。 从我国目前的情
况看， 强调党带头守法、 党应当在宪
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对于我国未来

的法治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一
种集中性、 统揽型的政治体制之下， 如
果执政党不能带头守法， 建立法治国家
很大程度上会成为一句空话。

政法工作既要维护党的政策的权威

性， 又要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性， 这就
要求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不仅在本质上

一致， 而且在内容上趋同和互补， 应当
尽量避免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发生抵触

的现象。 党的权威反映的是党在人民群
众心目中的认同度和公信力。 党的权威
是历史所赋予的， 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和
新的历史条件下， 一些消极和负面现象
可能损害党的权威。 司法机关在处理社
会矛盾冲突的过程中， 只有强化法律在
化解矛盾冲突中的权威地位， 以事实为
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 才能从根本上保
障人民群众受到公平对待， 保证国家的
长治久安， 这样既维护了法律的权威，
也维护了党的权威。 党的权威与法律的
权威相互支撑， 法律的强制功能和合理
的运行模式为维护党的权威提供了刚性

力量， 有助于巩固党的权威； 反过来，
党的权威有助于纸面上的法律转变为行

动中的法律， 并且保障法律得到正确实
施， 从而实现法律的权威。

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司法机关依法

独立公正行使职权之间的关系， 是我国
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关键性问题。 党对司
法工作的领导主要表现为政策、 方针和
组织上的领导， 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应
当尊重和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

使职权； 在刑事诉讼中， 应当遵循公、
检、 法三机关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 互
相制约的原则。 党委政法委要明确职能
定位，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政
法工作， 支持公安司法机关依照宪法法
律独立负责 、 协调一致开展工作 。 此
前， 最高人民法院在 《关于建立健全防
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 中指
出， 人民法院应当 “严格依照法定程序
和职责审判案件， 不得参与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联合办案”， 上述规定与习
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相一致。

政法委在我国政法工作中的职能经

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 此次习近平总书
记在讲话中提出要明确政法委的职能定

位， 给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政法委
在保障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在政法工
作中得到正确实施、 对政法工作作出全
局性部署、 指导政法工作和政法队伍建
设以及协调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等方面发

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政法委对于政法
工作的领导， 关键是要善于运用法治方
式和法治思维进行领导。

总体而言， 司法机关通过依法独立
公正行使职权，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维
护国家法治秩序， 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
益， 本身也是坚持和实现着党的领导，
维护着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权威。 党
领导司法工作， 其中也应包括党在宪法
法律范围内活动， 并且有义务排除行政
机关、 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司法活动的不
当干涉， 确保司法机关能够依法独立公
正行使职权。 唯有如此， 党的领导和司
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才能达到

有机统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诉讼法室主任、 研究员）

党与政法工作的关系突出地表现在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的关系、 党的领
导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这两
个方面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为正确处理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法 官 之 声

四个“决不允许”
彰显执政为民

符向军

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决不允许
对群众的报警求助置之不理， 决不允
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 决不允许
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 决不允
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 要以最坚
决的意志、 最坚决的行动扫除政法领
域的腐败现象，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以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改名为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党和国家最高领
导人亲自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意焕发， 彰显党和国家对政法工作
和“法治中国”建设的高度重视。 而在
如此高规格会议上由党和国家领导人

明确提出四个“决不允许”，无疑是对
党和国家执政为民宗旨的强调， 也是
执政为民宗旨下党和国家对政法工作

的明确要求， 应当成为政法工作今后
努力践行的方向。

我国是人民民主国家， 党和国家
的所有方针、政策、法律都严格围绕人
民意志、利益而制定实施，执政为民、
执法司法为民既是人民民主国家的基

本要求， 也是对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的
良好践行。 四个“决不允许”是执政为
民宗旨的彰显， 也是对政法工作的明
确要求。要践行好四个“决不允许”，政
法工作重任在肩，责无旁贷。

决不允许对群众的报警求助置之

不理，就要求政法部门尤其是公安机关
时刻将人民群众的民生需求和生命财

产安危放在心里，“群众需要的，就是我
要做到的”，“哪里有民情， 哪里就是警
情”。 真正体现警民鱼水情、一家亲。

决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

司， 就要求政法部门时刻树立维护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意识。 人
民法院在现行已大幅降低诉讼费用的

基础上， 还应进一步加大司法救助力
度，放宽诉讼费缓、减、免的规定限制，
拓宽诉讼费缓、减、免的弱势当事人主
体。除此，还要加大对缺乏法律常识与
诉讼经验、 知识的普通当事人的法律
宣传解释工作，认真做好导诉、诉讼风
险提示、举证告知等工作，避免缺乏法
律知识、 诉讼经验的当事人因请不起
律师而不能很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要让人民群众不但要打得起也打
得赢该赢的官司。另外，司法行政管理
部门应进一步加大法律援助制度建

设，让“有理无钱”的普通当事人打得
起官司， 同时还要严格规范执行律师
代理收费制度， 对超标准乱收费的现
象予以严格监管与处置。同时，对一些
通过坑蒙拐骗和缠诉、 扰诉等不正当
手段胡乱收取不明真相当事人的费

用， 扰乱诉讼秩序和诉讼代理服务市
场秩序的土律师、 黑律师、 诉讼掮客
等，公、检、法、司要联合行动，加大取
缔和打击力度， 维护正常诉讼秩序和
诉讼代理服务市场良好秩序。 只有政
法各部门一起发力，才能让“决不允许
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 不但掷地有
声，更能很好落到实处。

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

权益， 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
案。要以最坚决的意志、最坚决的行动
扫除政法领域的腐败现象， 坚决清除
害群之马。 这无疑给政法部门的执法
司法工作加上了一层“紧箍咒”，严格
执行法律、严格依法办事、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 是所有政法工作不
可逾越的一道“高压线”，违反者不但
违背了党和国家执政为民、 执法司法
为民的宗旨要求， 也必将遭受人民群
众的唾弃，并接受法律的惩处。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纵横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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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持票人）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市三鑫
特种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一
张，出票行工商银行上海市临空支行，票号 AA 01 00003817，
出票日期 2009 年 2 月 18 日，票面金额人民币 60,000 元，出票
人深圳市三鑫特种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南京金鹰
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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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五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因遗失支票 1 张，票号
10503130 13065890，金额 11 600 元，付款行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黄渡支行， 出票人上海凯泉泵业有限公司，持
票人和收款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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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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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东莞市创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遗失广发银行东莞

石排支行支票 1 张，票据号码为 3060443010650601，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 21242.50 元， 出票人为东莞市创锐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 收款人为东莞市寮步中帮纺织化工经营部， 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11 月 26 日，出票银行为广发银行东莞石排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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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没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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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申请人东莞市源润纺织制衣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农业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东 莞 中 堂 支 行 支 票 1 张 ， 票 据 号 码 为
1030443032960215，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69019 元，付款人为东
莞市源润纺织制衣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嘉兴市金暄纺织品有限

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12 月 11 日，出票银行为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中堂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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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
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 届时如没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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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申请人武汉健华新世纪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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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为 3090053/26383824，面额为 10 880元，
出票人为湖南科瑞鸿泰医药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兴业银行长
沙分行，收款人为武汉健华新世纪药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3年 11月 15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4年 5月 15 日。 申请人
为最后持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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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长沙恒广物流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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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00051-21114256 的汇票， 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12 月 25
日，票面金额为 280000 元，出票人为湖南千金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长沙恒广物流有限公司，持票人为湖南康源制药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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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沛县防腐保温工程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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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为 10300052 / 22067203，票面金额为 1000000元，出票
日期为 2013年 7月 23日，汇票到期日 2014年 1月 23日，出票
人为张家港保税区丰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张家港保税区
江益化工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南
沙支行，持票人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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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昆山百盛印通印刷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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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为 30800053 93870520，金额为 130000 元整，出票
日期 2013 年 11 月 25 日，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2 月 25 日，出票
人为蓝豹股份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招商银行常州分行营业部，
收款人为艾利（苏州）有限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4 年 3 月
25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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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市双利纸业有限公司因持有交通银行常州分

行 签 发 的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壹 张 遗 失 ， 票 号 为 30100051
23076090，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整，出票人为江苏尼科尼亚电
动车制造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12 月 24 日，收款人为
常州市武进贝斯特电子线缆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4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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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市双利纸业有限公司因持有交通银行常州分

行 签 发 的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壹 张 遗 失 ， 票 号 为 30100051
23076091，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整，出票人为江苏尼科尼亚电
动车制造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12 月 24 日，收款人为
常州市武进贝斯特电子线缆有限公司，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4年 6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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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魏志远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该汇票的出票人
是江苏宏福物流有限公司， 收款人是丹阳市鑫达货运服务中
心，付款行是招商银行丹阳支行，出票日期为了 2013 年 11 月
26 日，汇票号码是 30800053 / 93533389，票面金额为 100000
元。 申请人于 2014 年 1 月 2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限利害关系人在 2014 年 6 月 26 日
之前向本院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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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山东华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号码为 40200052 21607587，签发行山东诸城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签发日期为 2013 年 8 月 20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4年 2月 20日，出票人为诸城市众合工贸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山东天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 200000.00 元，经转
让，持票人为申请人即山东华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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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诸城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新乡新亚纺织有限公司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号
码为 31300052 23115042，签发行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城
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6 月 7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3 年 12
月 7 日，出票人为诸城市华都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日
照聚中经贸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 10 000.00元，持票人为申请
人新乡新亚纺织有限公司。 现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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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诸城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成武县沃梓包装有限公司因灭失中国银行泰安分

行营业部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收款
人泰山玻璃纤维邹城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 2013 年 11 月 7 日，

汇票到期日 2014 年 5 月 5 日 ， 票面金额 40000 元 ， 票号
10400052 216005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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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邢台恒耐斯轴承制造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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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票号码 31300052/24679395，票面金额壹拾
万元， 付款行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10
月 11日，出票人全称：日照吉丰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全称：东
营市英达钢结构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邢台恒耐斯轴承制
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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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北蓝箭橡胶机带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一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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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票号码 31300052/24677824，票面金额壹拾万元，付款行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3年 9月 17日，出票人
全称：日照美和密封工业有限公司，收款人全称：日照德隆美泰贸
易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河北蓝箭橡胶机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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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邹平县齐力助剂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票
据号码为 32000051/21948361，票据金额为 10 万元，出票人为
山东博奥实业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山东邹平奥锐发展有限公
司，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11 月 5 日，付款行为邹平浦发村镇银
行，持票人为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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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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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邹平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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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抓紧抓好，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 努力做遵纪守法的模范、 廉
洁从政的表率。

汪永清指出， 机关党员领导干部要
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对政法领域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判断上

来， 清醒认识政法领域反腐败斗争的长
期性 、 复杂性 、 艰巨性 ， 保持高度警
惕， 做到警钟长鸣， 切实加强监督， 推
动责任落实， 真正把中央有腐必惩、 有
贪必肃的要求落到实处。

汪永清要求， 要把党风廉政建设融
入业务工作和队伍建设之中， 防止 “两

张皮”。 机关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抓
党风廉政建设的政治自觉 ， 认真履行
“一岗双责”， 一手抓业务工作， 一手抓
党风廉政建设， 做到同考虑、 同部署、
同实施。 要坚持严字当头、 敢抓敢管，
抓早抓小抓苗头。 发现苗头性、 倾向性
问题， 及时咬咬耳朵、 扯扯袖子， 不让
小毛病变成大问题。

汪永清指出， 要深入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坚持不懈纠正“四风”。进一步巩固
和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

果，建立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强化廉政
风险防控，对“四风”问题持之以恒地予
以纠正。 要认真执行中央在作风建设方
面的制度规定和党风廉政建设要求，逐
项抓好落实。要结合机关实际，进一步设
置防治“四风”问题的隔离墙、高压线，做
到令行禁止、作风严明。

汪永清强调， 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全
体党员干部都要增强组织纪律性， 自觉
用纪律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有
纪必执、违纪必查。要把执行党的政治纪

律放在首位， 加强对党员干部遵守政治
纪律的教育和监督。 要进一步严明党的
组织纪律，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党内组
织生活制度，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
能各行其是、自作主张。机关各级领导班
子成员要带头开展自查自纠， 严格检查
执行各项组织纪律的情况， 对于没有贯
彻执行好的，认真分析原因，切实加以改
进。各单位“一把手”要发挥表率作用，从
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以敢于担当的精神
切实肩负起这个责任。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 中央综治办
主任陈训秋，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王其
江、 姜伟， 中央综治办专职副主任徐显
明出席会议， 机关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参加会议。

上接第一版

李少平指出，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
业务能力强、 纪律作风好的刑事审判队
伍，是做好刑事审判工作、确保刑事司法
公正的根本保证。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要
以司法理念、司法能力、司法作风和廉政
建设为重点，以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
为方向，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队伍建设，
不断提升刑事法官综合素质。

北京 、 天津 、 山西 、 内蒙古 、 辽
宁、 河南、 湖北、 湖南八省市区高级人
民法院分管刑事审判工作的院领导、 刑
庭庭长和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的相关负

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上接第一版 连介德委员建议， 进
一步促进司法公正， 加大投入， 健全机
制 ， 保证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
权。

奚晓明对代表委员长期监督、 理解
和支持法院工作表示感谢， 并对意见建
议进行了回应。 他希望代表委员一如既
往支持法院工作， 强调最高人民法院将
对有关意见建议进行认真梳理， 制定切
实可行的措施， 不断加强和改进工作，
为建设平安中国、 法治中国、 过硬队伍
作出新的贡献。

上接第一版 作为连续三届的全国

人大代表能够明显感觉到法院工作的发

展和法官队伍素质的提高。 下一步， 将
邀请模范法官到学校来给同学们宣讲法

律， 切实增强孩子们的法律意识和规则
意识。 建议进一步加强人民法庭建设，
“好和尚要配好庙”， 要增强法庭的威严
感， 从而体现法律的尊严。

在中石化石家庄炼化分公司， 全国
人大代表、 该公司总经理毕建国表示，
最高人民法院领导直接到单位听取代表

意见还是第一次， 深受感动。 近年来，
人民法院为企业发展创造了非常好的环

境，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社会经
济的法治化是必然的。 人民法院是公平

正义的守护者， 是道德底线的捍卫者。
目前， 基层群众对司法工作关注越来越
高， 对公平正义的渴望越来越强烈。 毕
建国代表提出， 司法工作要从科学立法
开始， 立法工作是基础， 一定要与社会
发展阶段联系起来。 在劳动合同法实施
过程中， 要考虑国企改革到位后存在的
一些突出问题， 特别是在多种用工形式
中， 要重视老的用人机制向新机制转换
出现的问题。

在河北医科大学， 全国政协委员、
医科大学校长段惠军建议， 要进一步加
大对医闹、 恶性伤医等违法犯罪案件的
打击力度， 通过诉讼途径努力化解医患
纠纷， 破解医患矛盾。 在审判工作中要

加强法律释明工作， 让人民群众了解人
民法院为解决矛盾纠纷、 平衡社会利益
关系付出的努力。

全国人大代表、 河北省医科大学副
校长王宝山提出， 公众和舆论对人民法
院工作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 因为人民
法院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今年以来， 人民法院进一步加强司法公
开， 取得了明显成效。 司法公开可以增
进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了解， 可以提
高审判工作的质量， 可以减少各方面对
案件的干预。 王宝山代表打了个比方，
让大夫当一天病人， 可以很快了解病人
的烦恼， 让病人陪大夫值两天班， 可以
很快理解大夫的辛苦。 法院工作也是一
样， 要通过加大司法公开力度， 切实增
进社会各界对法院工作的了解和理解。

（张天若）

在冀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畅谈法院工作

上接第一版

坚持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腐败，
各级人民法院必须创新管理， 规范司法
权运行， 以制度反腐， 加快推进人民法
院反腐倡廉惩防体系建设。 腐败滋生，
有人的因素， 也有制度的因素。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 要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
新和制度保障 ， 坚持促进权力规范运
行。 这就告诉我们， 预防法院干警违纪
违法和司法腐败， 就要认真落实宪法和
法律赋予的职责， 规范司法权的运作和
行使 ； 就要坚决落实 “五个严禁 ” 、
“十个不准” 等制度， 坚守底线不含糊，
让高压线真正带电； 就要推进司法公开
的制度化、 规范化、 常态化， 让司法权
在阳光下运行， 以公开保廉洁促公正；
就要深化司法改革， 探索符合中国实际
和司法规律的科学的审判、 管理体制机
制。

各级人民法院要清醒地认识反腐败

斗争的长期性、 复杂性、 艰巨性， 坚决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判

断和任务部署上来。 猛药去疴、 重典治
乱， 要以刮骨疗毒、 壮士断腕的勇气，
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

个， 坚持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腐败，
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

到底！

上接第一版 要切实执行组织纪律，
坚决克服组织涣散、 纪律松弛现象， 坚
决整治庸懒散奢之风。 要坚持严格依法
办事， 严格遵守办案纪律、 财经纪律、
生活纪律， 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 执
法为民、 敢于担当、 清正廉洁的高素质
法院队伍。

会议要求， 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纪
检监察工作， 支持和保障纪检监察部门
依法依纪查办案件。 纪检监察部门要加
强自身建设 ， 对纪检监察干部严格要
求、 严格监督、 严格管理， 切实做到求
真务实、 真抓实干， 刚正不阿、 铁面执
纪， 更好地肩负起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的使命。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江
必新、 南英、 景汉朝， 党组成员、 中央
纪委驻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组组长张建

南 ， 党组成员 、 副院长贺荣 ， 党组成
员、 政治部主任徐家新出席会议。 最高
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及机关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任 勇）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努力做遵纪守法模范廉洁从政表率

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腐败

壮士断腕 惩治腐败零容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