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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月 5日电 （记者
霍小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5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庆祝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大会。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
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
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
制度。新形势下，我们要高举人民民主
的旗帜，毫不动摇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也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发展道路，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
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
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
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
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

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俞正

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长张德江主持大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随
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

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
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
造，是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
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
社会100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
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
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60 年的实

践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
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
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在新
的奋斗征程上，必须充分发挥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继
续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牢牢把国家
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

习近平强调，在中国，发展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
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毫
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保
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

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
作，确保国家发展、重大改革于法有
据，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
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
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
程，严禁侵犯群众合法权益。要加强
和改进监督工作，拓宽人民监督权力
的渠道，抓紧形成不想腐、不能腐、
不敢腐的有效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
运行。要加强同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
的联系，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推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
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善党对人大工作
的领导，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
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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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李克强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张德江主持大会

9月5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庆祝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9月5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习近平、李克
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出席大会。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本报北京9月5日讯 （记者 张先
明）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
委书记孟建柱在北京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塔
吉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拉恰

巴利和阿富汗内政部第一副部长萨兰基。
孟建柱表示，中国和塔吉克斯坦、阿

富汗是友好近邻，近年来，中方与塔、阿
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高层交往

密切，经贸合作稳步推进。中方愿与塔、
阿两国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各领域互
利合作。孟建柱指出，当前全球和地区
安全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恐怖主义、

跨国有组织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
突出且相互交织，给包括中、塔、阿三国
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平稳定带来严重威
胁。近年来，中塔、中阿执法安全部门在
反恐、禁毒、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密切协
作，并取得积极成效。中方希望与塔、阿
两国进一步深化务实执法安全合作，更
好地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活动，努
力维护本地区的安全稳定。

拉恰巴利和萨兰基均表示，珍视与
中方的友好合作关系，愿与中方继续加
强在执法安全领域的务实合作，有效应
对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安全威胁。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公安
部副部长孟宏伟、李伟，外交部副部长程
国平参加了会见。

左图：9月5日，孟建柱在北京会见
来华访问的塔吉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一副主席拉恰巴利。

右图：9月5日，孟建柱在北京会见
来华访问的阿富汗内政部第一副部长萨
兰基。 郝 帆 摄

孟建柱会见塔吉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和阿富汗内政部代表团

布局海事审判，中国已运笔30年。
30 年，海事法院由“广大上青天

武”6 家发展到 10 家，下设 39 个派出
法庭，全面覆盖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
港口和水域，具有中国特色的海事审判
体制已经建立。

30 年，海事法院的基础建设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办公无纸化、管理网
络化、庭审记录数字化、卷宗档案电
子化……中国司法现代文明的新形象
充分展现出来。

30 年，锻造了一支懂航海、会外
语、通法律的专业化、精英化海事法官

队伍。在全国 570 名海事审判法官
中，90%以上具有硕士、博士学历，先
后有9人被评为全国审判业务专家。

30 年，从零起点到“亚太地区海
事司法中心”目标的如期实现，中国海
事审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史册
上写下了波澜壮阔的篇章。

30 年，不过人类历史的一瞬。但
海事审判的中国运笔，即使一瞬，也浓
墨重彩。

（一）
时间是有重量的。

这 30 年的重量，集聚在健全海
事审判体系的力度上。

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浪潮
席卷中国大地。为适应海上运输和对
外贸易事业发展的需要，根据全国人
大常委会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先后
在上海、天津、青岛等 10 个沿海、
沿江港口城市设立了海事法院，管辖
第一审海事海商案件。一支以海为名
的专门审判队伍诞生了。

自 1992 年至今，全国海事法院
在管辖区域内重要港口城市设立了
39个派出法庭，分布于全国15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辐射范围涵盖中
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全部港口和水
域。海事法院——所在地的高级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原交通运输
审判庭，现民事审判第四庭具体负责
监督指导），“三级法院二审终审制”
的海事审判机构体系的形成，使我国
成为世界上海事审判机构最多、最齐
全，海事案件收案最多的国家，成为
当之无愧的亚太地区海事司法中心。

这 30 年的重量，集聚在完善海
事法律制度的探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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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海事审判的中国运笔
本报记者 李 阳

本报讯 9 月 4 日，全国法院行
政审判工作座谈会在吉林长春召开。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江
必新到会并作重要讲话。

江必新指出，行政审判工作当前
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建设法
治中国的宏伟目标，赋予了行政审判
更加光荣、艰巨的任务；推进国家治
理现代化，司法机关的地位和作用更
加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
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行政审判工作
指明了方向并扫清了思想认识障碍；
司法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为人民法院
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审查权创造了
前所未有的条件；即将召开的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将为行政审判创造更
加优越的政治和法律环境；各级领导
对行政审判的关心和支持、人民群众
对行政审判的殷切期望，为做好行政
审判工作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因此，
地方各级法院领导、全体行政审判法

官一定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
识，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
神，真抓实干，切实扭转行政审判工
作的被动局面，有效解决行政诉讼的
立案难、审理难和执行难问题。

江必新要求，下一阶段，要通过
抓好以下十项工作，尽快提升行政审
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第一，采取有
效措施，切实解决行政诉讼告状难
问题；第二，高度重视行政机关不
作为、缓作为案件的受理和审理；
第三，更加重视行政争议的实质性
解决，实现案结事了；第四，定期
公布典型案例，彰显司法公正；第
五，进一步完善行政审判考核体
系，加大有错不纠、裁判不公的考
核权重；第六，全面实现审判流程
公开和裁判文书公开，主动接受监
督；第七，完善错案原因分析和责任
倒查机制，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
判者负责； ⇨⇨下转第二版

江必新在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上要求

尽快提升行政审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本报长沙9月5日电 （记者 禹
爱民 通讯员 文 闻） 今天，湖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对周军辉、秦星强迫卖淫、
强奸、组织卖淫二审重审案进行公开宣

判：上诉人周军辉犯强迫卖淫罪、强奸
罪，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万元。
上诉人秦星犯强迫卖淫罪、组织卖淫罪，
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万元，罚金
人民币五千元。（庭审侧记见三版）

该案由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湖南高院两次发回重审，于2012年6月
5日作出刑事附带民事裁定，维持一审
对周军辉、秦星二人的死刑判决并依法
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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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高院二审重审宣判周军辉、秦星案
二被告人分别被判无期徒刑

本报上海9月5日电 （记者 卫建
萍）今天，上海举行首批法官助理、检察官
助理任命大会，为首批231名法官助理、58
名检察官助理的代表颁发证书，并举行了
宣誓仪式。据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我国大陆产生的首批法官助理、检察官
助理。此举标志着上海司法体制改革工
作又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据了解，此次上海司法体制改革中
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探索建立科学的
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按照审判工作
规律和岗位特点，将法院工作人员划分
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
类，而法官助理正是审判辅助人员的重

要组成部分。
根据相关规定，法官助理需具有

本科以上学历、具备法律职业资格
等。法官助理由所在法院院长任命。
其基本职责是在法官指导下审查诉讼
材料、组织庭前证据交换、接待诉讼参
与人、准备与案件审理相关的参考资
料、协助法官调查取证、保全执行、进
行调解、草拟法律文书、完成法官交办
的其他审判辅助性工作，以及与审判
相关的调研、督查等工作。

据介绍，此次上海首批法官助理选
任是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徐
汇区、闵行区、宝山区等四家改革试点

法院范围内进行。经过本人报名、资格
审查、测评考核与公示等程序，最终从
359名符合条件的人员中择优选任了
231名首批法官助理。其平均年龄为
28.4岁，硕士以上学历占比65.5%。

记者了解到，改革后法院新招录
的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见习期满后，
经考核可以任命为法官助理，助理任
满五年，可以择优选任为法官，选任一
般每年组织一次。法官助理根据工作
年限，由低到高依次设置五级至一级
五个等级并实行按期晋升。据悉，今
后法院内部遴选的法官将只能从法官
助理中产生。

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迈出重要一步

上海任命首批231名法官助理

敬告读者
根据国务院假日办中秋节放假

安排，本报 9 月 7 日至 9 日休刊三
期。9月10日正常出版。

本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