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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 27 日在中南海听取兰考县委和河
南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
汇报。他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突出抓整治“四风”问题，做的是正
本清源、发扬传统的工作。改进党风政
风有了一个良好开局，但用达到作风建
设的理想状态来衡量还有差距。做好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段时间工作
很关键，一定要敬终如始、一鼓作气、
善作善成，确保活动取得实效。教育实
践活动有期限，加强作风建设无尽期。
解决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根本要靠坚
持不懈抓常、抓细、抓长。

在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中，习近平
以河南兰考县为联系点。习近平分别于
3月中旬、5月上旬两次到兰考就教育
实践活动实地调研，参加兰考县委常委
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指导当地教育实
践活动。进入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环节
后，习近平多次了解活动进展情况，作
出重要指示。

汇报会上，兰考县委书记王新军汇
报了兰考县教育实践活动的情况，特别
是召开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以
来的情况。他表示，转入整改环节后，
兰考县委抓住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
热点问题、影响改革发展的突出障碍问
题、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难点问
题，围绕 6 个方面、130 项逐一整改、
达标销号。通过活动开展，“四风”问
题得到有效遏制，一批群众关注的热点
难点问题得到解决，干部作风和精神面
貌发生明显变化。

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汇报了河南省
教育实践活动的情况。他表示，河南省
委按照党中央要求，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活动扎实开展。第一
批活动单位正在深化整改，第二批活动
单位已转入整改环节，省级层面开展了
5批36项专项治理，一批影响经济社会
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整治。

中央第一巡回督导组组长周声涛向
习近平汇报了督导工作有关情况。

在汇报过程中，习近平边听边记，
不时就有关工作提出问题，并同他们商
量进一步做好工作的举措。

听取汇报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
话。习近平指出，河南省委对教育实践
活动坚持抓具体、抓统筹、反复抓，取
得了积极成效。兰考教育实践活动进行
得比较扎实，有深刻认识，有严格标
准，有具体抓手，有明显变化，干部

“走读”、面子工程、庸懒散拖、靠关系
办事、大吃大喝、以权谋私等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整改。同时，发展
目标更加清晰、发展措施更加完善，各
项工作开展得更加有效。

习近平强调，我当时联系兰考，一个
重要考虑就是要倡导全党结合时代特点
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我们倡导学
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同这次教育实践活
动的主题高度契合。你们把“传承弘扬
焦裕禄精神、做焦裕禄式好干部、做人民

群众贴心人”作为活动的实践载体，在各自岗位上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对群众的那股
亲劲、抓工作的那股韧劲、干事业的那股拼劲，使焦裕禄精神在兰考焕发了新的活力。

习近平指出，全党用了一年多时间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最终取得什么样的成效？
向群众交出一份什么样的答卷？要切实做到防止前紧后松、防止矛盾积压、防止简单
粗糙、防止短期效应。要着力抓好整改落实，向群众公布了整改清单、作出了整改承
诺，说出一条就要做到一条，抓整改要动真碰硬，严明责任、加强监督。要着力抓好制
度建设，聚焦改作风转作风的重点难点问题，确保出台一个就执行落实好一个，对违
反制度规定踩“红线”、“闯雷区”的要零容忍，发现一起就坚决查处一起。要着力搞好
活动总结，把成功做法经验化、零星探索系统化。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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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27日讯 （记者 罗
书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举办面向外
国驻华使节的开放活动，16 个驻华使

馆派出使节走进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参
观并旁听案件庭审。据了解，这是最高
人民法院首次举办专门面向外国驻华使

节的开放活动。
上午 9 时，开放活动正式开始。

驻华使节们首先来到中法庭，旁听了
由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理的浙江健
龙卫浴有限公司与（德国）高仪股份
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一案。
这是一起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就在8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提请审议 《关于在北京、上
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
（草案）》，标志着中国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体系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力度不断加大。这起涉外知识产权
纠纷引起了使节们的极大兴趣，他们
认真旁听了庭审。庭审结束后，他们
对公开透明的庭审程序、法官高超的
庭审驾驭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

旁听结束后，驻华使节们来到东
区一楼，参观了“高山仰止”浮雕和
最高人民法院历任院长雕像，使节们
驻足观看，仔细了解，对最高人民法
院浓厚的文化氛围表示了赞赏。

10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接
见了参加开放活动的所有驻华使节，
并与他们合影留念。接着，周强和使

节们进行座谈，向他们介绍了中国法
院审判工作和司法公开的有关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李海彬
也参加了今天的开放活动。

据了解，去年以来，最高人民法
院紧紧围绕国家司法形象塑造，大力
加强法院形象展示工作，向国际社会
充分展示我国积极推进依法治国战略
的成果，使外国公众直观地感受到了
我国法院司法公正公开的良好形象。

2013 年 11 月 21 日，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了英文版《人民法院工作年度
报告》(白皮书)，开启了向国际社会公
开审判执行工作、增加工作透明度的
新平台，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首创，也
是新中国60余年司法史上的第一次。

2014 年 2 月 27 日，全国两会前，
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推出展示人民法
院重点工作的立体画册——《公平正
义——人民法院·2013》。该画册使用
了新闻漫画、立体折纸等表现手法，从
多个侧面展现了 2013 年全国法院工
作的亮点。最高人民法院还将此画册
翻译成了英文版，介绍给了国外公众，
因其通俗易懂、生动直观，反响良好。

2014年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了《2010—2013年人民法院维护
消费者权益状况》白皮书英文版，首次
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消费者权益保
护状况，彰显了人民法院依法维护消
费者权益的决心。 ⇨⇨下转第四版

最高人民法院首次举办面向外国驻华使节开放活动

图为驻华使节等旁听庭审。 曹颖逊 摄

本报北京8月27日讯 （记者 罗
书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首次举办面
向外国驻华使节的公众开放活动，最高
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会见 16 个驻华使馆
派出参加活动的使节，并与他们进行了
座谈。

周强首先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对驻
华使节前来参加最高人民法院开放活动
和旁听庭审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
了中国法院的有关情况。

周强说，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和地
方各级人民法院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
予的职责，坚持公正司法，妥善化解矛盾
纠纷，为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法院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坚持以

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司法，
公正司法。在案件审理中，中国法院平
等地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周强向使节们重点介绍了中国法院
目前正在全力推进的司法公开的有关情
况。他说，目前，中国法院正在建立和
完善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
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各级人民法院案
件的审判信息要通过互联网及时向当事
人公开。同时，积极推进庭审公开，通
过电视、互联网等对庭审进行直播。建
立了中国裁判文书网，积极推动裁判文
书上网工作，逐步实现全国四级法院依
法能够公开的裁判文书全部上网。建立
了统一的执行信息公开平台，曝光失信
被执行人，并对他们进行信用惩戒。这

些措施，有效提升了司法的透明度和
公信力。

周强介绍说，中国法院正在积极
稳妥地推进司法改革，这次司法改革
以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
制度和一支专业化、正规化、职业化
的司法队伍为目标，以落实司法责任
制，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为
关键，以完善法官的职业保障制度为
重点，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
使审判权。

周强表示，最高人民法院还坚持
完善法院新闻发布制度，定期举办新
闻发布会，向媒体发布案件审理信息、
审判执行工作进展以及司法解释的制
定实施情况；定期举办开放日活动，邀

请公众走进最高人民法院，旁听案件
庭审。今后，最高人民法院还会举办
更多这样的活动，欢迎更多的外国驻
华使节走进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了解
中国的审判工作，加强中国法院同世
界各国法院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座谈会上，法国、德国、博茨瓦
纳、乌干达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的驻华
使节作了发言。他们表示，通过最高
人民法院的开放活动，对中国法院的
司法公开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中国法
院平等保护外国当事人和外国公民在
华合法权益的努力表示赞赏。

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代表、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几
十家中外媒体记者参加活动。

8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举办
面向外国驻华使节开放活动，特别邀请
了包括 16 个驻华使馆使节在内的近百
人，旁听了一起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
件。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扩大庭审公开
范围、推进司法公开方面的一项重要举
措。

推进司法公开，是人民法院依法履
行职责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司法公正、
破解司法难题、提升司法公信的重要措
施，也是社会政治文明和法治程度的重
要标志。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

各级法院以不同主题举办了多次公众开
放日活动，让公众在与法院的近距离接
触中，了解法院、理解法治、崇尚法
律。人民法院不仅敞开法庭大门，还创
造和利用多元的司法公开载体；不仅公
开庭审过程和结果，还公开裁判依据和
理由；不仅公开案件审理，还公开人民
法院的其他审务工作。这次举办面向外
国驻华使节的专题开放活动即是一个缩
影。

去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紧紧围绕
国家司法形象塑造，大力加强法院形象

展示工作，向国际社会充分展示我国
积极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成果。发布
英文版 《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
(白皮书)、公开发布英文版《最高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法
官在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节目中用英
语介绍中国法院的工作情况特别是司
法公开的情况……人民法院司法公开
的脚步正一步步坚定地走近公众、走
向世界，无论在公开内容，还是在公
开形式上，人民法院的司法公开都呈
现出一派新气象。

此次举办面向外国驻华使节专题
开放活动，不仅可以让国外了解中国
司法公开所取得的成绩，也是人民法
院逐步走向司法自信、大力强化司法
公信的重要标志，有助于提高司法透
明度、保障公众知情权、强化司法监
督，方便外国有关人士了解、研究中
国司法工作，对扩大我国司法工作的
影响，树立我国法院司法公正公开的
良好形象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面向外国驻华使节的开放活动是
一个新的起点， 司法公开永无止
境，任重而道远。随着我们对司法公
开深度和广度的逐步推进，必能促进
司法公正，更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
中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推进司法公开 展示法治形象
本报评论员

8月27日，北京，万里无云。
一大早，位于东交民巷 27 号的

最高人民法院又开始忙碌起来。不
过，随着一辆辆悬挂着各国国旗的汽
车陆续驶来，细心的人们发现今天的
繁忙又和往日有所不同。原来，这是
最高人民法院在举办开放日活动，来
自16个驻华使馆共25名外国驻华使
节应邀前来参加。

“现在开庭”，上午 9 时，伴随
一记清脆的法槌声，今天的开放日活
动正式拉开帷幕。

活动的第一个环节是旁听浙江健
龙卫浴有限公司与（德国）高仪股份
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再审
庭审。

“授权外观设计与在先设计的区
别设计特征是什么？授权外观设计产

品正常使用时容易被直接观察到的部位
是什么？授权外观设计手柄上的推钮是
否属于功能性设计？”双方当事人陈述
完毕，审判长总结了本案的争议焦点。

围绕争议，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
往，参加旁听的外国使节听得津津有
味。

“今天旁听的这个案件很有趣，庭
审程序也很公开透明，有助于大众对庭
审流程的了解。像今天这样的面向外交
人员的开放活动，可以提升中国的司法
公信力，对世界了解中国的司法制度也
很有帮助。”茶歇时分，乌拉圭大使对
记者说道。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另外一个国家
的公开庭审，今天的活动我非常满意。
希望以后能和中国加强在司法方面的交
流，借鉴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以完善我

们国家的法律体系。”安哥拉大使对
今天的活动赞不绝口。

庭审结束后，驻华使节又来到了
东区一楼大厅进行参观。

历任院长的半身雕像前，大家认
真瞻仰；巨大的“高山仰止”浮雕

下，大家纷纷合影留念。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驻

华使节加深了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理
解。

10 时许，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会见了驻华使节并与他们合影
留念，随后周强与大家在四楼会议
室举行座谈。

“除法律规定不能公开的，东
中部地区今年内所有裁判文书都要
上网公开，三年内包括西部地区在
内的全国法院生效裁判文书都要上
网公开”，座谈会上，周强介绍了
中国法院司法公开的举措。

⇨⇨下转第四版

向世界展示中国司法形象
——最高人民法院面向外国驻华使节公众开放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许 聪

周强会见参加最高人民法院公众开放活动的外国驻华使节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27 日下
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
议。张德江委员长出席。

王晨副委员长主持会议。常委会组
成人员165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
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了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
长杨晶作的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
快政府职能转变工作情况的报告。受国务
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报告
了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楼继
伟报告了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

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了香港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2017 年行政长官及 2016 年立法会产
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的报告。根据香
港基本法的规定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
审议意见，并认真考虑了国务院港澳
事务办公室的意见和行政长官报告提
出的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
议提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
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 2016

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草案。受委
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
书长李飞对决定草案作了说明。

副委员长李建国、王胜俊、陈昌
智、严隽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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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竺出席会议。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和全国人大各
专门委员会成员，各省（区、市）人
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
等列席会议。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本报上海8月27日电 （记者 张
冠群 通讯员 严剑漪） 今天，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通
报近年来上海法院破产案件审判工作所
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以及下一步将在破产
案件审判方面着力推进的九项重点工作。

今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进一
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
和《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正常秩
序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
相关指导意见。随着上海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深化实施，以及上海自贸区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建设，上海法院的
破产审判工作已经面临新的更高要求。

2007 年企业破产法实施后，上海
法院依法受理少数经营陷入困境的证券
公司和上市公司的重大破产案件，这些
案件涉及巨额资产处置和广大投资者利
益，法律问题众多，社会影响面大。上
海法院通过精心审理，有效发挥了破产
法律制度对概括性化解系统风险、公平
保护债权人合法利益的独特作用，为防

范金融风险、维护资本市场秩序提供了
重要的司法保障。

在一些新类型的破产案件审理中，
包括执行不能案件依法定申请程序转破
产清算程序的案件、关联企业实体合并
破产案件等，上海法院积极探索，促使
执行程序中长期不能清偿债务的企业有
序退出市场，平等保护关联企业所有债
权人的利益，尽可能使债权人利益得到
保护最大化，较好地发挥了破产制度净
化市场的作用。

上海法院还就审判实践中发现的企
业和市场运行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司法
白皮书和司法建议的方式，向有关部门
予以警示并建言献策。黄浦区人民法院
在审理国有企业破产清算案件中，针对
一些国企因债权账龄过长、依据不足、
性质不明等原因致上千万债权无法收回
的情况，向有关部门发送了《规范国有
企业债权管理的司法建议》，引起了中
央和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重视，也得到
企业界的积极回应。 ⇨⇨下转第四版

张德江出席

媒体采访应邀
前来参加公众开放
活动的外国使节。

曹颖逊 摄

上海通报破产案件审判工作情况
下一步将着力推进九项重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