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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山在全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强调，不断深化对邓小
平理论的研究阐释，凝聚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
神力量。 （据新华社）

本报讯 （记者 郭春雨） 8月19
日，吉林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
开全体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吉林
省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方案》。

吉林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组长王儒林主持会议并讲
话，要求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
司法公信力。作为全国司法体制改革

试点省，吉林省在试点过程中，要把
握好中央顶层设计精神，细化落实具
体配套政策，确保工作沿着正确方向
有序推进。

《吉林省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原则通过

本报讯 （记者 贾明会）8月18
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西安召开全
省人民法庭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陕西省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安东强调，要大力推
进人民法庭建设，不断提升工作水平。

安东要求，全省法院要充分认识
加强人民法庭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法庭的职
能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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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主
线，始终坚持“三个面向”和“两便”原
则，依法公正审理案件、积极参与社会
治理、不断深化司法为民、深入推进司
法改革，大力推进人民法庭规范化建
设。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人民法庭

工作的领导和支持，积极研究探索解
决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各级法院要加
强对新形势下人民法庭工作的研究，
真正摆上党组重要议事日程。

陕西高院院长闫庆文在讲话中强
调，要按照“布局合理化、建设标准化、
装备现代化、审判规范化、管理制度
化”的“五化”标准，全面提升人民法庭
建设水平，形成公平正义从基层维护、
便民利民在基层体现、人才往基层流
动、保障向基层倾斜的工作格局。要
以依法公正审判、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为着力点，充分发挥人民法庭的重要
职能作用。要探索建立主审法官办案
责任制，进一步改革创新人民法庭工
作机制。

陕西省委政法委书记安东在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上要求

大力推进人民法庭规范化建设

本报烟台 8 月 21 日电 （记者
何 靖）备受关注的招远涉邪教“麦当
劳故意杀人案”今天在山东省烟台市中
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据悉，烟台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
人张帆犯故意杀人罪、利用邪教组织
破坏法律实施罪，被告人张立冬犯故
意杀人罪、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
施罪，被告人吕迎春犯故意杀人罪、
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被告
人张航犯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张巧联
犯故意杀人罪一案，于 2014 年 7 月 21
日向烟台中院提起公诉。烟台中院立
案受理后，向张帆等 5 名被告人送达
了起诉书副本，依法告知其享有的各
项诉讼权利。张帆、张立冬等 5 名被
告人委托的 9 名辩护人在庭前会见了
被告人，并查阅了全部案卷。开庭
前，烟台中院召开有公诉人、辩护
人、诉讼代理人参加的庭前会议，就
案件管辖、回避、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
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今天上午8时，烟台中院在第一审
判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此案，烟台市人

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
帆、张立冬、吕迎春、张航、张巧联及
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人的亲
属、被害人的亲属、媒体记者及各界人
士等旁听了庭审。

烟台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
张帆、张立冬、吕迎春、张航、张巧
联为发展邪教组织成员向被害人索要
电话号码遭拒绝，即指认其为“恶
魔”，残暴地将其杀害，情节特别恶
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
其行为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 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应当以
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吕
迎春、张帆、张立冬明知“全能神”
被认定为邪教组织并被取缔，仍继续
组织、纠集“全能神”教徒聚会，利
用互联网、计算机制作传播邪教组织
信息，发展邪教组织成员，破坏国家
法律、行政法规实施，情节严重，其
行为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以利用
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追究刑事责
任。 ⇨⇨下转第四版

招远邪教徒“麦当劳杀人案”一审开庭
五人被控故意杀人罪 两人当庭认罪悔罪 “百姓找上门来是对我们的信任”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金海湖人民法庭法官一天工作实录
本报记者 郭京霞 赵 岩 本报通讯员 曹晓波 赵晓畅 王元义

图为王连
合（左三）在
做诉前调解工
作。
程国维 摄

8 月21 日，凉爽的晨风轻轻唤醒
了沉睡着的金海湖，湖面泛起层层涟
漪。坐落于金海湖畔，北京市最东边
的平谷区人民法院金海湖人民法庭的
干警们，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大管家”搞了个“小活动”
张久新是金海湖法庭的庭长。早

上8时35分，他的办公室迎来了第一拨
客人。一个月前，法庭陆续收到了一些
因跨干渠桥梁引发的侵权纠纷。为了
明确产权及管理责任，法庭向平谷区水
务局发送了司法建议，督促其改进工
作。今天，水务局的工作人员特地过来

向法庭反馈司法建议的落实情况。
“张庭长，经过一个月的工作，我们

共对 233 座桥梁干渠进行了摸排统计，
现已明确了21处产权责任。下一步，我
们将在桥梁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志和防
护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
全。”平谷区水务局水政科王新生一边反
馈措施，一边向张久新道谢，“法庭在审
理案件的过程中帮助我们发现责任风
险，还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对我
们的工作非常有帮助！”

送走了水务局人员，张久新又召集
大家开会，安排下周支部召开组织生活
会的会议议程和材料。

散会时，张久新悄悄把支部成员留
下，安排今天中午的“小活动”。原来，今
天是法警张培的生日，张久新嘱咐食堂
做面条为他庆生，给他个惊喜。

“法庭事务繁杂，作为带头人，我必

须把方方面面都想周到。”

认真倾听 耐心调解
10时35分，副庭长王连合正在整

理刚刚开完庭的卷宗时，接到法庭立
案室的电话，有位姓马的大爷来立案

要告自己的继子卢某，立案法官想
让王连合帮忙先做一下双方的调解
工作。王连合收拾好卷宗，马上来
到诉前调解室。

在这起纠纷中，马大爷的继女
婿赵某称，马大爷1990年与马老太
再婚，无亲生子女，马老太育有六个
子女。2013年，马大爷与马老太的
长子卢某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约定
由卢某负责赡养，财产由其继承，后
其他几个子女认为卢某不履行义
务，想解除协议。赵某一口气说了
半个小时，王连合并没有轻易打断
他，而是耐心地倾听、认真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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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艳霞） 日
前，河北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和河北省政府法制办联合发布《关于
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
诉制度的通知》，规定行政机关负责
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的九种主要情
形，明确出庭应诉工作将纳入年度依
法行政考核指标体系。

《通知》要求，各行政机关负责
人要充分认识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
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制度的重要意

义，主要负责人要在行政诉讼中积
极自觉地出庭应诉，做到出庭、“出
声”、出效果。《通知》 规定涉及公
民人身自由的行政赔偿案件、因环
境污染引起的行政赔偿案件等九种
情形案件，被诉行政机关主要负责
人应当出庭。

据了解，河北省目前已经将行政
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工作纳
入年度依法行政考核指标体系，制定
考核评分具体标准，并将进一步加大
责任追究力度。

纳入考核指标 细分九种情形

河北出台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

8 月 19 日，在地震过去了 16 天
后，云南省鲁甸县人民法院仍有 41 名
干警驻扎在龙头山，他们的工作重心逐
步转入帮助灾民迅速恢复生产生活。

一大早，法院干警夏文堂、胡波
和新民村庙子沟社社长黄光贤开始对
村社各户开展“地震民房排危登记”
工作，挨家挨户检查房屋受损情况，
并拍照登记，请各家户主核实签字，
为下一步专业人员的排危工作提供依

据。干警们正忙碌着，77 岁的本村老
汉黄光贤浑身泥污找上门来，状告儿
媳不孝。原来，一大早，老汉与儿媳
夏美菊因为琐事发生争吵，在相互拉
扯间，夏美菊将老人推倒在地，摔在
泥地里。面对黄老汉，夏文堂等人了
解情况后，一边劝慰老人，一边陪同
老人回家。在夏文堂的批评教育下，
儿媳夏美菊认识到自己言行的错误，
向老人道了歉，请老人换下脏污的衣服
让自己去清洗，一桩家庭纠纷就此和
解。

在新民村黑污池社，一桩纠纷也正
等着法官们去化解。 ⇨⇨下转第四版

就地排查矛盾 及时化解纠纷
——鲁甸法院开展震后恢复重建工作侧记

本报记者 茶 莹 本报通讯员 罗昌彦 胡 波

关注鲁甸地震

周强在青海调研时要求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为平安青海法治青海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图为鲁甸法院干警在调处群众的家庭纠纷。
胡 波 摄

本报葫芦岛 8 月 21 日电 今
天，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景汉朝全程参加联系点辽宁省葫芦岛
市连山区人民法院党组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并就
进一步开展好教育实践活动进行调研
指导。

会上，连山区法院党组书记、院
长郭彪代表党组作了对照检查，12
位领导班子成员逐一对照检查，开展
了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景汉
朝指出，此次民主生活会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和省委要求，不打折扣、不
走过场，会议准备组织工作认真细
致，查找问题具体实在，剖析问题深
刻全面，批评和自我批评高标准、严
要求，体现了“细、实、深、严”。
班子成员的检查材料严格对照中央八
项规定，认真查找“四风”方面存在
的突出问题，不遮掩、不回避、不护
短。大家开诚布公，充分交换意见，
真刀真枪有辣味，真正做到了“红红
脸、出出汗、排排毒”，是一次高质

量的民主生活会。
景汉朝强调，要继续深入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
一步提高对开展教育实践活动重大意
义的认识，将学习和提高认识贯穿于
整个教育实践活动始终，以实际行动
回应好人民群众对加强和改进司法工
作作风的期待和关切。要不断坚定理
想信念，牢固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不断增强政治敏锐度
和政治责任感，自觉强化政治纪律，
以强有力的思想作风转变提高司法为
民公正司法工作水平。要充分认识到

“四风”问题存在的普遍性、严重性
和顽固性，严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抓常、抓细、抓长”的要求，
既要认真解决好当前问题推动教育实
践活动深入开展，又要在建立长效机
制上下功夫，努力为作风建设提供长
效化保障。要适应新形势，结合新要
求，不断巩固、丰富和扩大教育实践
活动成果。 ⇨⇨下转第四版

景汉朝参加葫芦岛连山区法院党组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强调

狠抓工作落实 扎实推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本报西宁 8 月 21 日电 （记者
宁 杰）8 月 19 日至 21 日，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周强在青海西宁、海东等地就司
法体制改革、司法为民和法院信息化建
设等工作进行调研，并看望慰问法院干
警。周强指出，青海法院要坚持司法为

民公正司法，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
革，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平安青
海、法治青海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8月20日上午，在青海省高级人民
法院，周强考察了立案大厅、信访接待
室、信息管理中心等，调研法院信息化

建设和司法便民利民等情况。在国家法
官学院青海分院，周强与正在接受培训
的预备法官亲切交谈。周强指出，青年
法官是法院的未来，是法院工作的希
望，青年法官要把个人前途命运与人民
司法事业和依法治国进程紧密结合起

来，充分施展才干，在法治中国建设的
伟大实践中书写精彩人生。20 日下
午，周强来到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该院开展的“躬下身子、立起公信”司
法为民活动给予充分肯定，并在诉讼服
务中心向当事人当面征求进一步改进司
法服务工作的意见建议。周强走进法官
办公室，与法官们深入交流，倾听他们
对司法改革的心声。法官们表示，都非
常期待改革，希望通过改革更好地实现
法官的职业理想。周强告诉大家，通过
司法体制改革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将
为法官提供更广阔的舞台，大家要齐心
协力，共同把改革推向前进。在西宁市
城北区人民法院廿里铺人民法庭，周强
要求，要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在基层社会
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切实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
就在身边。

8 月 21 日，在海东市中级人民法
院，周强与市委领导、法院领导班子和
全市基层法院院长、部分人民法庭庭
长进行座谈，听取海东中院工作汇
报，同与会同志深入交流。与会同志
畅所欲言，反映了西部地区法官断
层、交通不便导致办案成本高以及人
员素质有待提高等实际问题，对法官员
额制、司法责任制等司法改革问题坦陈
了想法和建议。

⇨⇨下转第四版
图为周强在青海省委书记骆惠宁

（第一排左三） 陪同下，在青海省西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调研。

袁有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