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 3 月 日 星期五14邮发代号： 1-174 总第 5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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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周强院长所作的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会议充分肯
定最高人民法院过去一年的工作， 同
意报告提出的 2014 年工作安排， 决
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要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 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
责，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坚持正

确政治方向，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
人民法院队伍建设， 着力提升司法公
信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大
局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

（2014年 3月 1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 13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
堂闭幕。

今天的大会应出席代表 2983 人， 出席 2910 人， 缺席
73 人， 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闭幕会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执行主席、 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

习近平、 李克强、 俞正声、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和
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执行主席李建国、 王胜俊、 陈昌
智、 严隽琪、 王晨、 沈跃跃、 吉炳轩、 张平、 向巴平措、 艾
力更·依明巴海、 万鄂湘、 张宝文、 陈竺在主席台执行主席
席就座。

上午 9 时， 张德江宣布大会开始。
会议经表决， 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决议指

出， 会议充分肯定国务院过去一年的工作， 同意报告提出的
2014 年工作总体部署、 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 决定批准这
个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 201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决定
批准关于 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 2014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表决通过了关于 2013 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 决定批准
关于 201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4 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 2014 年中央预算。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决议指出， 会议充分肯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过去一年的工作，
同意报告提出的关于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 决定批准这个报
告。

会议经表决， 通过了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
议、 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决定批准这两个
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王晓、 陈
斯喜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 张德江发表讲话。 他说， 十二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充分发扬民主， 严格依法办事， 凝聚了共
识， 明确了任务， 坚定了信心， 必将进一步鼓舞和动员全国
各族人民更加奋发有为地投身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
张德江指出， 会议期间， 代表们肩负全国各族人民的重

托， 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围绕大局、 讲求实
效， 畅所欲言、 集思广益， 使会议批准的报告和通过的决议
充分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

张德江说， 代表们一致认为， 2013 年是很不平凡的一

年。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
设、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 实现了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大精神第一年的良好开局。 成绩来之不易。 这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科学决策、 正确领导的结果， 是各
级国家机关依法履职、 努力工作的结果， 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
奋斗、 顽强拼搏的结果。 代表们强调， 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要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认真贯彻落实
本次会议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把改革创新贯穿于
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 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
会和谐稳定， 全面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各项
目标任务。

张德江指出， 全面深化改革， 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任
务。 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 三中全会
精神，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牢固树立进
取意识、 机遇意识、 责任意识， 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 坚定
改革信心， 把握改革方向， 凝聚改革共识， 抓好改革落实， 一
步步把改革蓝图变成现实， 谱写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历史新篇
章。

张德江指出，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
略。 我们要紧紧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
略， 加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 依法
行政共同推进， 坚持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建
设， 保障人民权益，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
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张德江说，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中责任重大。 我们要坚定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依法行使职权、 积
极开展工作， 继续把坚持依法治国、 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作为
重要任务， 倾听人民呼声， 回应人民期待， 充分发挥最高国家
权力机关作用，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为全面深化改
革、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张德江最后说， 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征程召唤着我们， 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鞭策着我们。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 万众一心、 锐意进取， 扎实工作、 攻坚克难， 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9 时 35 分 ， 张德江宣布 ：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闭幕。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结束。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 马凯、 王沪宁、 刘延东、 刘奇葆、
许其亮、 孙春兰、 孙政才、 李源潮、 汪洋、 张春贤、 范长龙、
孟建柱、 赵乐际、 胡春华、 栗战书、 郭金龙、 韩正、 杜青林、
赵洪祝、 杨晶、 常万全、 杨洁篪、 郭声琨、 王勇、 周强、 曹建
明、 令计划、 韩启德、 万钢、 林文漪、 罗富和、 何厚铧、 张庆
黎、 李海峰、 苏荣、 陈元、 卢展工、 周小川、 王家瑞、 王正
伟、 马飚、 齐续春、 陈晓光、 马培华、 刘晓峰、 王钦敏， 以及
中央军委委员房峰辉、 张阳、 赵克石、 张又侠、 吴胜利、 马晓
天、 魏凤和等。

中央党政军群机关负责人， 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
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列席了今天的大会。

各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京闭幕
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出席 张德江主持

表决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等决议

3 月 13 日， 北京，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今天闭
幕。 2900 余名人大代表、 超过 3000 名中外记者共同见证
了会议盛况。

上午 8 时左右， 代表们陆续从驻地赶到天安门广场。
会议于 9 时开始， 9 时 35 分，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结
束。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 计划报告、 预算
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 6 个决议。 主持会议的大
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执行主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
德江每次宣布 “通过” 时， 台下掌声雷动。 这是全国人民
对全面深化改革开好局、 起好步的期待， 更是落实 2014
年改革任务的信心、 决心。 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的
77 次 “改革”， 还是会议期间收到的 468 件议案， 都在叩
击着全面深化改革开局之年的强劲鼓点。

民有所呼， 会有所应。 大会期间， 代表紧紧围绕全面
深化改革等重大主题， 认真审议， 深入讨论， 积极献策，
提交的 468 件议案， 内容涉及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建设和体制改革。 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在会上得
以讨论，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 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重点， 推动依法治国
基本方略贯彻实施； 以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推动
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 以治理大气污染、 水污染、 土
壤污染为重点，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各显所能， 畅所欲
言。 三个 “最严” 保 “舌尖上的安全”、 “向污染宣战”、
“养老并轨” 等民生热词， 让全体人民看到了日子一天天
更好的希望。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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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江主持闭幕会并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3 月 13 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闭幕。 习近平、 李克强、 俞正声、 刘云山、 王岐山、 张
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就座。 新华社记者 鞠 鹏 摄

本报北京 3 月 13 日讯 今天下

午，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召开会议， 传达
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最高人民法院
党组书记、 院长周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要求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全面
落实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关

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认真
研究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提出
的意见和建议，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民
法院工作， 更好坚持司法为民、 公正司
法， 着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会议认为， 这次全国两会是在我国
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时期召开的十分

重要的大会。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 全国人大常
委会工作报告和“两高”工作报告，是一
次团结奋进、开拓创新的大会。大会充分
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凝聚了共识，
坚定了信心， 必将进一步鼓舞和动员全
国各族人民更加奋发有为地投身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会议指出，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人民法院工作成

绩， 对今年法院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 各级法院要认

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 三中
全会精神，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 ， 认真贯彻本次大会决
议， 紧紧围绕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的目标，
牢牢坚持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主线， 扎
实做好人民法院各项工作。

一是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

责， 进一步推进公正司法。 要充分发挥

审判职能， 坚持打击犯罪、 保护人民，
依法严惩各类暴力恐怖犯罪、 严重危害
社会治安犯罪和破坏军事设施等犯罪，
坚决打掉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 切实维
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严惩暴力伤害
医务人员犯罪， 严厉打击职业 “医闹”，
妥善处理医患纠纷案件， 维护正常医疗
秩序， 促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积极为
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紧紧

围绕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依法审理经
济领域各类案件，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 继续加强审判管理， 推进司法
规范化建设， 提高庭审和裁判文书质
量 ， 加强司法解释 、 案例指导等工
作， 促进审判质量和效率稳步提升。
健全完善预防和纠正冤假错案工作机

制， 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建
立科学的错案评价体系， 落实办案质
量终身负责制， 坚决守住防范冤假错
案的底线。

二是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 全面
推进阳光司法。 要将司法公开继续作
为今年的重点工作， 作为推进司法体
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努力实现以公
开促公正。 按照统一部署， 扎实推进
审判流程公开、 裁判文书公开、 执行
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 确保最高人
民法院及东中部 14 个省区市法院的
生效裁判文书依法全部上网公布， 其
他省区法院要加快推进裁判文书上网

工作。 认真总结去年以来重大案件公
开审理工作经验， 不断创新司法公开
形式， 进一步加大庭审公开力度， 提
升司法透明度。 下转第三版

周强主持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会议

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

核心提示

□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进一步推进
公正司法。
□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 全面推进阳光司法。
□牢牢坚持司法为民， 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深化司法改革， 推动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

会主义司法制度。
□坚持不懈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 进一步提

升队伍整体素质。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
李克强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