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 2 月 日 星期六8邮发代号： 1-174 总第 5892期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194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PEOPLE'S COURT DAILY http : / /www. rmfyb .com

本报郑州 2 月 7 日电 （记者 冀

天福） 今天，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
全省法院第十八次党风廉政建设电视电

话会议， 总结去年全省法院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 研究部署今年反腐倡
廉工作任务。据悉，这是河南法院连续第
七年春节上班后第一天召开党风廉政建

设会议。
河南高院院长张立勇强调， 全省法

院要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各级
法院要把查办工作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

重中之重， 做到重拳反腐零容忍。 要继
续开展对接受当事人吃请娱乐等专项治

理活动。 各级法院要不间断公布举报电
话， 畅通群众监督渠道； 对收到的举报
线索， 上级法院要组织专门力量， 一件
一件核实， 查办结果要向举报人反馈；
对情节严重、 造成恶劣影响的干警， 一
旦查证属实， 严肃查处。 要严格落实责
任体系。 各级法院党组要切实担负起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院长要切实履行
好第一责任， 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纳入本单位的总体工作规划， 通盘
考虑， 协调推进， 做到工作权限涵盖到
哪里， 党风廉政建设的职责就延伸到哪
里。

本报综合消息 节后上班第一天，
安徽、 福建、 湖北、 陕西等高级人民法
院纷纷召开会议，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人民法院工作重要批示精神，
并结合地方实际 ， 制定措施 ， 狠抓落
实， 为做好 2014 年人民法院工作开好
局、 迈好步。

2 月 7 日 ， 安徽省高
级人民法院召开党组扩大

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对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以

及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精神。
安徽高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坚指出，

要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政治方向落

到实处，不断增强制度自信，坚持中国特
色的司法制度，重大问题、重要工作及时
向省委报告； 要在推进司法改革的进程
中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精神落到

实处，保证公平正义；要在牢牢把握司法
为民公正司法这一主线上把重要批示精

神落到实处， 全力推进司法公开的平台
建设； 要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的司
法保障，在服务大局上落到实处，永不懈
怠；在狠抓队伍建设上落到实处，决不马
虎敷衍，不断提升队伍的整体素质；紧密
结合安徽省情和安徽法院的实际， 主动
作为，创造性开展各项工作，不辱使命、

不负重托， 用实际行动把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批示精神落到实处。

2 月 7 日 ， 福建省高
级人民法院召开党组会

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人民法院工作重要批示精神和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会议、 通知精神。
福建高院党组书记、 院长马新岚强

调， 一要牢牢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 在
人民法院工作中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国家法律。 二要能动保障全面深
化改革， 坚持服务大局、 服务中心， 发
挥司法的能动作用， 做好服务和保障全
面深化改革的各项工作， 继续狠抓审判
执行、 大力为民服务、 回应群众关切、
提出司法建议、 坚持调解协调、 全力化
解矛盾。 三要全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依法解决好立案难、 诉讼难、 执行难和
涉诉信访难问题， 强化司法便民利民惠
民各项举措。 四要积极稳妥推进司法改
革 ， 围绕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
权、 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完善人权
司法保障制度等， 强力推进司法公开，
完善和落实审判责任制， 推动涉诉信访
纳入法治轨道解决， 完善人民陪审员制
度， 探索完善案件管辖制度， 深化司法
品牌建设。 五要以铁力打造法院铁的队

伍 ， 全面加强法院队伍正规化 、 专业
化、 职业化建设， 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
定、 执法为民、 敢于担当、 清正廉洁的
高素质过硬法院队伍。

2 月 7 日 ， 湖北省高
级人民法院召开院领导班

子成员、 副厅级以上干部
和中层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 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法院工作重要批示

精神， 研究部署全省法院贯彻落实的意
见和措施。

湖北高院党组书记 、 院长李静要
求， 全省各级法院一是要对学习贯彻工
作统一部署， 领导干部带头学习， 做出
表率， 加强督促检查， 扎实推进。 二是
要把学习贯彻重要批示精神作为重要内

容、 核心依据、 重要遵循， 落实到教育
实践活动的各个环节。 三是要进一步加
强全省法院队伍建设特别是省高院机关

队伍建设力度， 重点是党风廉政建设和
队伍作风建设水平。 省高院机关各党支
部要集中一周时间， 学习各项廉政规定
和各种规章制度。

2 月 7 日 ， 陕西省高
级人民法院召开党组中心

组学习会， 向中层以上干
部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法院工

作重要批示精神。
陕西高院党组书记、 院长阎庆文指

出， 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法院工作的重
要批示， 充分体现了对法院工作高度重
视和殷切期望。要认真抓好传达学习，切
实统一思想认识， 进一步增强做好全省
法院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要善始善
终开展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抓住建章立制这个关键，明确责任，推进
整改措施的落实； 要认真贯彻中央八项
规定和省委实施意见， 坚持把纪律作风
建设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紧抓好。

阎庆文强调， 院党组成员、 机关各
部门负责人都要开动脑筋， 深入思考谋
划今年的工作措施， 视野要广， 站位要
高， 举措要实， 确保全省法院工作有创
新、 有突破。

（记者 李忠好 严 峻 程 勇

陈群安 通讯员 刘争远 雷国良）

2 月 7 日， 北京今年的首场瑞雪
终于在人们的期盼中翩然而至 。 这
天正是春节后上班第一天 ， 北京市
人大代表 、 西城区人民法院巡回法
官赵海起了个大早 ， 迎着雪花前往
位于首体南路的覃老太家 。 今天赵
海是专程登门了解覃老太家搁置了

30 年的户口问题， 希望自己能帮助
解决， 给这个家庭在新春添上一份暖
意。

上午 9 点， 应声开门的覃老太惊
喜不已： “赵法官！ 怎么这么早就到
了 ？ 我还想着今天大雪 ， 您不来了
呢。” “老太太， 过年好， 给您拜年
啦！ 自从年前您给我递了材料， 您的
事我就挂在心上了， 这不， 一上班我
就赶快来了。” 赵海抖落大衣上的雪
花， 穿过狭窄的过道， 进入了这所狭
小的房子里唯一一个客厅兼卧室的房

间。
“老太太 ， 趁着您儿子女儿都

在， 今天就把您家这个户口问题的来
龙去脉跟我讲清楚， 咱们好一块想办
法帮您解决。” 赵海拿出本子， 开始

详细记录。 在子女的不时补充下， 覃
老太慢慢讲述： 她今年 71 岁， 1984
年随在京工作的丈夫定居于丈夫单位

的家属院里， 自 24 年前丈夫去世后，
一个人含辛茹苦拉扯两女一子长大。
生活在北京 30 年了， 但她和三个子

女的户口一直在老家广西农村里， 丈
夫原单位不给解决户口， 自己没有医
保， 孩子上学要额外交费， 落户北京
成了这个单亲家庭最大的梦想。

“您 1984 年就来北京了， 当时
落户时单位怎么说？ 后来又找过哪些

部门和单位反映情况？” “单位当时说
没有名额， 后来找过民政局和派出所，
都说我丈夫单位是国家机关 ， 他们管
不了 ， 还得单位解决 ， 一拖就是 30
年 。 去年看电视 ， 知道您既是北京市
人大代表， 又是巡回法官， 专门帮老百
姓解决问题， 我实在不知道还能找谁，
就给您递了份材料试试， 没想到您真的
来了……” 覃老太说着眼眶已经泛红。
“您别客气， 我自己也有个 98 岁高龄的
奶奶， 我从小就跟老年人亲， 一看到您
的材料， 我就想着得赶快来看看情况，
尽量帮忙。” 赵海一边安慰覃老太， 一
边又详细询问了覃老太丈夫原单位的户

口政策、 抚恤金发放情况 、 有关部门
的答复内容 。 赵海向记者介绍道 ， 由
于时间久远 ， 要解决覃老太家的户口
问题 ， 需要详细了解当年覃老太丈夫
单位的落户政策和 30 年来的处理过
程 ， 并根据覃老太家的具体情况 ， 寻
找现在是否有相应的政策能够解决 ，
很多时候 ， 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是由于
各方之间信息不对称、 找不对办事部门
导致的。 下转第四版

新春走基层

雪中送暖春意浓
———北京西城法院法官赵海上门服务侧记

本报记者 郭京霞 本报通讯员 刘白露 周 杰

本报讯 （记者 张先明） 根据中
央部署要求， 结合人民法院实际， 最高
人民法院日前印发 《关于开展第二批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 全文见四版），
要求各地法院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

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 ， 认真扎实开展第二批教育实践活
动， 切实解决 “四风” 方面突出问题、
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和联系服务群

众 “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 进一步提高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质量和水平， 更好
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司法服务。

《指导意见》 指出， 深入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是党的十八大
作出的重大部署， 是坚持党要管党、 从
严治党的重大举措。 在中级和基层人民
法院开展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 对于提
升法院队伍整体素质、 进一步改进司法
作风、 全面加强司法为民公正司法至关
重要， 必须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摆到突
出位置抓紧抓好。

《指导意见》 强调， 学习教育是开
展教育实践活动的首要任务。 要围绕解
决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总开关”
问题， 组织广大党员、 干警认真学习中
央规定的学习内容， 深入开展马克思主
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增强
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的思想自觉。 查摆
问题是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关键环节。
要近距离听取各界群众意见， 特别注意

听取案件当事人、 律师等工作对象、
服务对象的意见， 深入查找司法作风
突出问题。 整改落实、 解决问题是开
展教育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 整改落
实要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解决群众身
边的不正之风， 把改进作风的要求真
正落实到基层， 真正让群众受益。

《指导意见》 还强调， 要把两批
教育实践活动作为有机整体， 坚持上
下联动、 前后衔接、 相互配合、 共同
推进， 促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水平整
体提高。 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党组要
履行主体责任， 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
第一责任人责任 。 第一批开展活动
的单位要进一步扩大实践成果 、 制
度成果和理论成果 ， 对开展第二批
活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 要充分运
用法院系统传统媒体和新媒体 ， 切
实营造开展活动的良好舆论氛围 。
要统筹兼顾 ， 把开展教育实践活动
同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 中央
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高级法院院长

会议精神结合起来 ， 全面促进人民
法院工作科学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指导意见要求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开展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各地法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

主动作为开好局 明确责任抓落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

安 徽

湖 北

福 建

陕 西

人民司法事业是党的政法事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 在服务大局、 促进发展 、 维护稳
定、 协调利益关系、 抵制错误意识形态等方
面， 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人民法院是党
领导下的国家审判机关，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近日对人民法院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精

神， 首先要牢牢坚持党的领导， 确保人民法
院工作沿着正确的政治道路前进。

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

证， 是我国司法体制的政治优势和重要特
征。 当前， 人民法院面临的形势错综复杂，
任务艰巨， 没有党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 发
挥领导核心作用， 人民法院工作就会举步维
艰。 要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新期待新要求， 要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发展，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

推进而推进， 人民法院就必须始终牢牢坚持
党的领导。

牢牢坚持党的领导， 要把握正确的政治
立场，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经受住政治风
浪的考验。 立场和方向问题是关系人民司法
事业成败的大问题。 我们要始终坚持全党服
从中央、 局部服从全局， 做到头脑清醒、 立
场坚定、 旗帜鲜明， 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都毫不动摇地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认

识， 坚决划清与西方 “司法独立”、 “三权
鼎立” 的界限， 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影
响， 始终保持人民法院工作的正确政治方
向。

牢牢坚持党的领导， 要正确处理 “两个
关系”， 自觉维护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权
威性， 确保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得到统一正
确实施。 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
系、 坚持党的领导和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
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关系， 是我们坚持和改善
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领导， 不断提高党领导
人民法院工作能力和水平的关键。 从理论上
和实践上处理好 “两个关系”， 人民法院要
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 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独立
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关系， 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人民法院得到不折不扣的
贯彻执行， 以实际行动捍卫党的领导， 捍卫人民民主专政政权， 捍卫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马年开新局， 跃马扬长鞭。 各级人民法院要迅速把思想统一到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 “牢牢坚持党的领导” 的要求上来， 以 “鞍不离马， 甲不离
身” 的精气神儿， 旗帜鲜明、 毫不动摇、 始终不渝坚持党的领导， 坚决维护
中央权威， 在大是大非面前， 保持政治清醒和政治自觉， 任何时候、 任何情
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确保人民法院工作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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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 2 月 7 日电 今天，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
会议， 对开展廉洁司法教育活动进行动员部署。 会上， 逐级层
层签订了党风廉政责任书， 此举在山东高院已坚持了 15 年。

山东高院院长白泉民指出，开展廉洁司法教育活动，要坚持
领导带头，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坚持全员参与，确保人人受教
育、人人得提高；坚持统筹兼顾，做到“两不误，双促进”。同时，要
在解决问题上下功夫， 着力解决理想信念问题， 牢记 “为谁掌
权、 为谁司法、 为谁服务”， 进一步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 切实为党和人民掌好用好司法权； 着力解决司法作风问
题， 进一步查找 “四风” 问题， 深挖思想根源， 认真加以整
改， 把改进工作作风制度化、 常态化、 长期化； 着力解决审判
纪律问题， 坚决防止司法不严格、 不公正、 不规范、 不作为、
滥作为等问题的发生， 坚决查究冷横硬推、 吃拿卡要、 庸懒散
奢等不正之风；着力解决司法不廉问题，通过教育活动，使干警
算好政治账、经济账、亲情账、名誉账、自由账，克服侥幸心理，永
远心存敬畏，永葆清廉本色。 （马 丽）

山东：逐级签订党风廉政责任书

河南：畅通监督渠道落实责任体系

上图： 2 月 7 日，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法官身着法袍， 举行庄严而隆重的
廉政宣誓仪式。 余建华 孟焕良 纪承伟 摄

左上： 2 月 7 日，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领导与分管部门、 基层法院
签订廉政责任书。 徐 献 夏旭东 摄

左下： 2 月 7 日，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组织全院干警观看廉政教育片， 进一
步增强全体干警廉洁从政意识， 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 许平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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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赵海专程登门了解覃老太家搁

置了 30 年的户口问题。
周 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