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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典型案例
⇨⇨上接第三版 由于百度公司已经删
除了侵权信息并采取了屏蔽措施防止
新的侵权信息发布，蔡继明继续要求
百度公司关闭涉诉贴吧于法无据，且
蔡继明因公众关注的“国家假日改
革”事件而被动成为公众人物，成为
公众关注的焦点，出于舆论监督及言
论自由的考虑，应当允许公众通过各
种渠道发表不同的声音，只要不对蔡
继明本人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及侮辱
即可。而“蔡继明吧”只是公众舆论
对公众人物和公众事件发表言论的渠
道，以“蔡继明”命名吧名只是指代
舆论关注的焦点，其本身并无侵害其
姓名权的故意，对关闭“蔡继明吧”
的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蔡继明诉前要求百度公司提
供相关网络用户的个人信息，百度公
司依照 《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
定》 第十五条未直接向蔡继明提供侵
权网络用户信息，并无过错。蔡继明
诉讼请求百度公司提供上述信息，百
度公司亦当庭表示在技术上可以提
供，故蔡继明要求百度公司通过法院
向蔡继明提供涉嫌侵权的网络用户信
息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一审法院对
此予以支持。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
为，百度公司在收到梁文燕投诉后未及
时采取相应措施，直至蔡继明委托发出
正式的律师函，才采取删除信息等措
施，在梁文燕投诉后和蔡继明发出正式
律师函这一时间段怠于履行事后管理的
义务，致使网络用户侵犯蔡继明的损害
后果扩大，应当承担相应侵权责任。根
据本案具体情况，百度公司应当赔偿蔡
继明精神抚慰金十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

任边界问题，在三个方面具有参考意
义：一是通知人通知的方式及效果与
网络服务提供者公示的方式存在关
系，只要通知人满足了网络服务提供
者公示的通知方式，网络服务提供者
就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二审法院认定
原告委托的代理人投诉至原告律师函
送达之间这一段期间的责任由百度公
司承担，即以此为前提。二是判断网
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网络用户网络
服务侵害他人权益，不能仅以其提供
的服务中出现了侵权事实就当然推定
其应当“知道”。三是要注意把握对公
众人物的监督、表达自由与侵权之间
的界限，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一、
二审法院对删除“蔡继明吧”的诉讼
请求不予支持，利益衡量妥当。

案例3

北京金山安全软件有限公司
与周鸿祎侵犯名誉权纠纷案

——公众人物发表网络言
论时应承担更大的注意义务

（一）基本案情
2010 年 5 月 25 日至 27 日期间，周

鸿祎（奇智软件（北京）有限公司董事
长） 在其新浪微博、搜狐微博、网易
微博等微博上发表多篇博文，内容涉
及“揭开金山公司面皮”、“微点案”、

“金山软件破坏 360 卫士”等。金山公
司认为这些微博虚构事实、恶意诽
谤，诋毁原告商业信誉及产品信誉，
且经网络和平面媒体报道后，造成金
山公司社会评价的降低。因此，请求
周鸿祎停止侵害、在新浪、搜狐、网
易微博首页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经济
损失1200万元。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

为，微博的特点在于寥言片语、即时
表达对人对事所感所想，是分享自我
的感性平台，与正式媒体相比，微博
上的言论随意性更强、主观色彩更加
浓厚，对其言论自由的把握尺度也更
宽。考虑微博影响受众不特定性、广
泛性的“自媒体”特性，对微博言论

是否构成侵权，应当综合考量发言人
的具体身份、言论的具体内容、相关
语境、受众的具体情况、言论所引发
或可能引发的具体后果等加以判断。
周鸿祎作为金山公司的竞争对手奇虎
360公司的董事长，且是新浪微博认证
的加“V”公众人物，拥有更多的受
众及更大的话语权，应当承担比普通
民众更大的注意义务，对竞争对手发表
评论性言论时，应更加克制，避免损害
对方商誉。一审法院认为，周鸿祎利用
微博作为“微博营销”的平台，密集发表
针对金山软件的不正当、不合理评价，
目的在于通过诋毁金山软件的商业信
誉和商品声誉，削弱对方的竞争能力，
从而使自己任职的公司在竞争中取得
优势地位，具有侵权的主观故意，其行
为势必造成金山公司社会评价的降低，
侵犯了金山公司的名誉权，应承担停止
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
的责任。但金山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
股价下跌与周鸿祎微博言论的关联性，
判决周鸿祎停止侵权、删除相关微博文
章、在新浪、搜狐、网易微博首页发表致
歉声明，并赔偿经济损失8万元。二审
法院改判赔偿经济损失5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利用微博侵害企业名誉权

的案件。首先，一、二审法院根据微
博这一“自媒体”的特征，认为把握
微博言论是否侵权的尺度要适度宽
松，体现了与互联网技术发展相结合
的审判思路，值得赞同。其次，一、
二审法院都认为，微博言论是否侵权
应当结合博主的身份、言论的内容及
主观目的等因素综合认定。公众人物
应当承担更多的注意义务，这一判断
与侵权法的基本理念相契合。本案在
利用网络侵害经营主体商业信誉、商
品或服务的社会评价的现象逐步增加
的背景下，更具启示意义。

案例4

赵雅芝与上海琪姿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诺宝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侵害姓名权纠纷、肖像权纠纷案
——被侵权人的影响力是

判断经济损失的重要因素

（一）基本案情
2005 年 5 月 16 日，赵雅芝与诺宝

丝公司签订《形象代言协议书》，约定
赵雅芝允许诺宝丝公司合法使用其肖
像为 VZI 系列化妆品进行广告宣传，
合约有效期为 2005 年 7 月 31 日至 2006
年 7 月 31 日，诺宝丝公司支付港币 80
万元作为酬金等。2012年1月9日，被
告琪姿公司与被告诺宝丝公司签订协
议书，约定诺宝丝公司确认琪姿公司
为“VZI 氧疗系列产品”上海区域的
独家总代理商；诺宝丝公司向琪姿公
司提供品牌代言人赵雅芝等六大明星
为“VZI”产品制作的影像广告宣传
资料；协议有效期自 2012 年 1 月 9 日
至 2013 年 1 月 8 日等内容。2012 年，
琪姿公司在其经营的网站上使用赵雅
芝的姓名、肖像等。赵雅芝起诉请求
两被告停止使用其姓名及肖像、公开
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95 万元及精
神抚慰金5万元。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诺

宝丝公司未经赵雅芝同意，无权在双方
协议约定期间届满后继续使用其姓名和
肖像，也无权授权他人使用，两被告的
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姓名权和肖像权。原
告作为影视明星，其姓名和形象在中国
大陆具有较高知名度，加之原告良好的
外形和在公众中所产生的良好声誉，使
用其姓名和形象对相关产品进行宣传可

提升该产品的影响力和可信度，对该产
品的生产商或销售商亦可带来实际的
利益。因此，原告的姓名和肖像具有
一定的商业价值，对其姓名权和肖像
权造成侵害，侵权人应当赔偿一定的
经济损失。对于该数额的确定，法院
认为，结合琪姿公司在网站上使用原
告姓名和肖像的时间长短、对原告造
成的影响范围、其行为的过错程度等
综合因素，酌情确定被告琪姿公司应
赔偿原告损失 25 万元，诺宝丝公司承
担连带责任。

（三）典型意义
使用名人的影响力提升产品或服

务的知名度，是比较常用的营销手
段。基于互联网技术，未经同意使用
他人肖像或姓名要比过去更容易查
证。本案的特点是，法院在认定受害
人的经济损失时，综合考虑了被侵权
人的知名度、对相关产品进行宣传可
提升该产品的影响力和可信度、对该
产品的生产商或销售商可带来的实际
利益、使用被侵权人姓名和肖像的时
间长短、对被侵权人造成的影响范
围、其行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并据
此判决较高的经济损失，贯彻了通过
损害赔偿制裁违法行为、提高违法行
为的成本的制度功能。

案例5

范冰冰与毕成功、贵州易赛德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侵犯名誉权纠纷案

——“影射”者的责任：
从信息接受者的视角判断

（一）基本案情
2012 年 5 月 19 日，香港 《苹果日

报》刊登一篇未经证实的关于内地影星
章子怡的负面报道。2012 年 5 月 30 日
毕成功转发并评论其于 2012 年 3 月 31
日发布的微博。主要内容是，前述负面
报道是“Miss F”组织实施的。2012年
5 月 30 日 19：10，易赛德公司主办的
黔讯网新闻板块之“娱乐资讯”刊登
了 《编剧曝章子怡被黑内幕，主谋范
冰冰已无戏可拍》 一文，以前述微博
内容为基础称：“……知名编剧毕成功
在其新浪微博上揭秘章子怡被黑内
幕，称范冰冰是幕后主谋。……” 之
后，易赛德公司刊载的文章以及毕成
功发表的微博被广泛转发、转载，新
浪、搜狐、腾讯、网易等各大门户网
站以及国内各知名报刊均进行了相关
转载及衍生性报道，致使网络上出现
了大量对于范冰冰的侮辱、攻击性言
论及评价。范冰冰起诉，请求易赛德
公司和毕成功停止侵权、删除微博信
息、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
50万元。毕成功则辩称，“Miss F”指
的是在美国电影 《致命契约》 中饰演

“Clary Fray”的美国女演员莉莉·科林
斯（Lily collins）。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在一定情况
下，毁损性陈述有可能隐含在表面陈
述中 （即影射）。这时并不要求毁损性
陈述指名道姓，只要原告证明在特定
情况下，具有特定知识背景的人有理
由相信该陈述针对的对象是原告即
可。从毕成功发布的微博的时间、背
景来看，易让读者得出“Miss F”涉
及章子怡报道一事。从毕成功该微博
下的评论、《内幕》一文以及后续大量
网友的评论和相关报道来看，多数人
认为“Miss F”所指即是范冰冰。毕
成功虽于 2012 年 6 月 4 日发表微博，
称其未指名道姓说谁黑章子怡，但该
微博下的大量评论仍显示多数网友认
为仍是范冰冰实施的所谓诬陷计划，
而毕成功并未就此作出进一步明确的

反驳，否认“Miss F”是范冰冰。毕
成功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诬陷计
划”以及莉莉·科林斯与“诬陷计
划”的关系，且毕成功在诉讼前面对
大量网友认为“Miss F”就是指范冰
冰时，也从未提及“Miss F”是指莉
莉 · 科 林 斯 ， 故 毕 成 功 有 关 “Miss
F”的身份解释明显缺乏证据支持。易
赛德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对其
主办的“黔讯网”发布的新闻负审
查、核实义务，《内幕》一文系由易赛
德公司主动编辑、发布，但事前未经
审查、核实，故由此所产生的责任理
应由易赛德公司自行承担。综上，毕
成功和易赛德公司应分别承担赔礼道
歉、赔偿精神抚慰金3万元和2万元。

（三）典型意义
在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他人名誉权

等人身权益的案件中，侵权信息往往
具有“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特
征，并不明确指明被侵权人，尤其是
在针对公众人物的情况下。如何判断
网络信息针对的对象就是原告？如何
判断原告因这些信息受到损害？本案
的结论是，要从信息接受者的角度判
断，即“并不要求毁损性陈述指名道
姓，只要原告证明在特定情况下，具
有特定知识背景的人有理由相信该陈
述针对的对象是原告即可”。这种判断
标准实质性地把握了损害后果、损害
后果与侵权信息之间的因果关系，对
于利用网络信息侵害名誉权案件的审
理，具有启示意义。

案例6

王某与张某、北京凌云互动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海南天涯在线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侵犯名誉权纠纷系列案

——媒体报道应当尊重个
人隐私

（一）基本案情
王某与死者姜某系夫妻关系，双方

于 2006 年 2 月 22 日登记结婚。2007 年
12月29日，姜某从自己居住楼房的24
层跳楼自杀身亡。

姜某生前在网络上注册了名为“北
飞的候鸟”的个人博客，并进行写作。
在自杀前2个月，姜某关闭了自己的博
客，但一直在博客中以日记形式记载了
自杀前两个月的心路历程，将王某与案
外女性东某的合影照片贴在博客中，认
为二人有不正当两性关系，自己的婚姻
很失败。姜某的日记显示出了丈夫王某
的姓名、工作单位地址等信息。姜某在
2007年12月27日第一次试图自杀前将
自己博客的密码告诉一名网友，并委托
该网友在 12 小时后打开博客。在姜某
于 2007 年 12 月 29 日跳楼自杀死亡后，
姜某的网友将博客密码告诉了姜某的姐
姐，姜某的姐姐将姜某的博客打开。张
某系姜某的大学同学。得知姜某死亡
后，张某于 2008 年 1 月 11 日注册了非
经营性网站，名称与姜某博客名称相
同 ， 即 “ 北 飞 的 候 鸟 ”（网 址 ：
http：//orionchris.cn/）。 在 该 网 站 首
页，张某介绍该网站是“祭奠姜某和为
姜某讨回公道的地方”。张某、姜某的
亲属及朋友先后在该网站上发表纪念姜
某的文章。张某还将该网站与天涯网、
新浪网进行了链接。

姜某的博客日记被转发在天涯社区
论坛中，后又不断被其他网民转发至不
同网站上，姜某的死亡原因、王某的

“婚外情”等情节引发众多网民的长时
间、持续性关注和评论。许多网民认为
王某的“婚外情”行为是促使姜某自杀
的原因之一；一些网民在进行评论的同
时，在天涯虚拟社区等网站上发起对王
某的“人肉搜索”，使王某的姓名、工

作单位、家庭住址等详细个人信息逐
渐被披露；更有部分网民在大旗网等
网站上对王某进行谩骂、人身攻击，
还有部分网民到王某家庭住址处进行
骚扰，在门口刷写、张贴“逼死贤
妻”“血债血偿”等标语。

大旗网系由凌云公司注册管理
的经营性网站。在姜某死亡事件引
起广泛关注后，大旗网于 2008 年 1
月14日制作了标题为 《从 24 楼跳下
自杀的 MM 最后的 BLOG 日记》 的
专题网页，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对
姜某自杀事件发生经过的介绍；相
关帖子的链接；网民自发到姜某自
杀的小区悼念的现场情况；对网民
进行现场采访的内容；对姜某的姐
姐、姜某的同学张某、姜家的律师
进行电话采访的内容和“网友留
言”、“心理专家分析”等专栏。大
旗网在专题网页中使用了王某、姜
某、东某的真实姓名，并将姜某的
照片、王某与东某的合影照片、网
民自发在姜某自杀身亡地点悼念的
照片、网民到王家门口进行骚扰及
刷写标语的照片等粘贴在网页上。

王某分别起诉张某、凌云公司、
天涯在线，请求停止侵害、删除信
息、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
抚慰金。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公

民的个人感情生活包括婚外男女关系
均属个人隐私。张某披露王某的个人
信息行为侵害了王某的隐私权。凌云
公司在其经营的大旗网上对关于该事
件的专题网页报道未对当事人姓名等
个人信息和照片进行技术处理，侵害
了王某的隐私权并导致王某的名誉权
遭受损害，应当承担删除专题网页、
赔礼道歉和赔偿精神损害等侵权责
任。天涯公司经营的天涯虚拟社区网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了上网规则、
对上网文字设定了相应的监控和审查
过滤措施、在知道网上违法或侵权言
论时采取了删除与本案有关的网络信
息，已经履行了监管义务，不承担侵
权责任。

（三）典型意义
哪些信息是个人信息？哪些个人

信息是个人隐私？那些有违公序良俗
的个人信息是否应当受到保护？这些
问题的答案都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本案是曾引起舆
论广泛关注的所谓博客自杀第一案。
本案中，虽然原告王某的婚外情在道
德上值得批评，但这并非公众干预其
个人生活的合法理由。公民的个人感
情生活包括婚外男女关系均属个人隐
私，无论是个人通过互联网披露、还
是媒体的公开报道，都应当注意个人
隐私的保护。

案例7

闫某与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
公司侵犯名誉权、隐私权纠纷案

——原告有权通过诉讼
方式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提
供侵权人的相关个人信息

（一）基本案情
某新浪博客博主发表涉及原告个

人隐私的文章，原告先后向新浪公司
和百度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采取必要
措施，新浪公司在诉讼中未提交证据
证明其采取了删除等必要措施，百度
公司则提供证据证明采取了断开链
接、删除等措施。原告起诉要求两公
司提供博主的个人信息。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
新浪公司不能证明其已尽到 《互联
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 所规定
的事前提示和事后监督义务，应承
担相应不利法律后果。百度公司在
百度网站首页、“百度知道”首页、

“百度百科”首页公示了权利人的投
诉渠道和投诉步骤，设置了投诉链
接及权利声明，并明确提示网络用
户的注意义务，已尽到了法定的事
前提示和提供有效投诉渠道的事后
监督义务，不承担侵权责任。新浪
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接到原告通知后
采取了必要措施，应承担侵权责
任；百度公司则在接到原告通知后
及时采取了断开链接、删除等措
施，不承担侵权责任。原告要求新
浪公司提供博主的 IP 地址和全部注
册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地
址、联系方式等资料，由于两个博
客的内容涉及了原告的人格权益，
原告有权知晓该网络用户的个人信
息以便主张权利，新浪公司应当在
网络技术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原
告披露上述两位博主的网络用户信
息，以维护其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
信息知情权，应予支持。

（三）典型意义
网络侵权案件的一大特点就是

网络的匿名性，如何确定侵权人的
个人身份，常常成为阻碍原告维护
自身权利的障碍。但是，另一方
面，互联网公司又负有法定的对网
络用户的保密义务，如何处理两者
之间的关系？通过诉讼的方式，由
人民法院对原告请求网络服务提供
者提供网络用户个人信息的要求进
行审查后并作出判断，能够较好地
实现两者的平衡。

案例8

徐杰敖与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侵犯名誉权纠纷案

——转载者的责任：专
业媒体应承担更大的注意义务

（一）基本案情
2003年11月14日华商晨报发表

“持伪证、民告官、骗局被揭穿”一
文；同日，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在其经营的网站中转载了上述
文章，并长达八年之久。另案生效判
决认定华商晨报社侵犯了徐杰敖的名
誉权并赔偿精神抚慰金2万元。2006
年6月9日华商晨报社在当日报刊尾
版夹缝中刊登了对徐杰敖的致歉声
明，但是字数、篇幅确实过小不是很
显著。徐杰敖以新浪公司未及时更正
为由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新

浪公司在其网站上转载华商晨报的
侵权文章并无不妥，但在法院于
2004 年年底认定华商晨报的行为构
成侵害原告名誉权且 2006 年 6 月 9
日华商晨报在报纸刊载致歉声明
后，新浪公司仍未更正或删除该信
息，但因华商晨报的致歉声明篇幅
过小且位置不显著，因此新浪公司
虽不具有主观恶意但却具有过失，
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告主
张数额明显过高，应当根据具体案
情以及新浪公司的侵权过错程度、
持续时间等情节酌情判定新浪公司
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8万元及精
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2万元。

（三）典型意义
自媒体的发展及成熟是互联网时

代的一大特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专
业媒体与自媒体之间就应当同等对
待。本案的判决说明，在认定互联网
时代最普遍的转载行为的法律责任
时，应当区分专业媒体和非专业媒
体，专业媒体的注意义务应当高于一
般自媒体。所以，转载他人信息未更
正仍需承担侵权责任。

⇨⇨上接第一版
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从严治党的

各项要求。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各级法院党组要切实把从严治党责任承
担好、落实好，坚持把党建工作和审判
执行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
核，确保“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
加强人民法院思想政治建设，坚定干警
的理想信念，同时要狠抓制度落实，坚
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坚决维护制度的
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的行为。要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各级法院党组和全体党员干部都要
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
办事，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
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
批评、坚持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努
力营造人民法院良好政治生态环境。要
坚持从严管理干部，进一步建立健全对
法院队伍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
督、从严查处的长效机制，切实解决干
部管理中存在的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
问题。要持续深入改进司法作风，紧紧
盯住司法作风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及时研究提出解决措施，确保法院
队伍的纯洁性。要严明党的纪律，切实

加大执纪问责力度，坚决查处司法作风
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发挥人民监督
作用，进一步畅通民意沟通渠道和监督
举报渠道，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认真听
取群众意见建议。要深入把握从严治党
规律，将党建工作规律与司法规律紧密
结合，切实增强法院系统从严治党的针
对性、实效性。

会议要求，要继续深入整治“六难
三案”问题。“六难三案”问题，是

“四风”问题在法院工作中的集中表
现，严重背离党的群众路线，伤害群
众感情，必须持续深入进行整治。要
坚持“一把手”负责制，研究部署有
针对性的措施，加强对各地法院的督
促检查，确保整治工作高质量、高标
准落实。要把整治任务细化为一个个

具体项目，实行“台账式”管理，加
大督导力度，有效传导压力，做到定
一项改一项、改一项成一项，防止因
责任不落实导致工作难推进。要进一
步加大对整治“六难三案”的新闻宣
传，让群众了解各级法院采取的整治
措施和取得的成效，进一步树立人民
法院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形象，不
断提升司法公信力。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法院队伍
建设。队伍建设是人民法院永恒的课
题，必须坚持不懈地抓紧抓好。要大力
加强法院思想政治建设，把理想坚定、
政治过硬作为建设干部队伍的首要标
准，切实加强理论武装、经常性思想教
育等工作，不断提高法院系统思想建党
的质量和水平。要坚持严字当头，敢抓

敢管，促使干警守住做人、处事、用
权、交友的底线，对于不符合廉政纪律
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提醒、早纠
正，防止小毛病变成大问题。要加大教
育培训力度，既要加强业务能力培训，
又要注重做好思想政治、司法作风、法
院党建等方面的培训，促进提升干警的
综合素养。

会议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司法
体制改革。各级法院干警要进一步树
立机遇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
深刻认识到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影
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
问题，正确对待深化改革带来的利益
格局调整，充分理解改革，大力支持
改革，确保完成各项改革任务。要准
确把握司法改革的目标任务，分清主

次、突出重点，坚持问题导向，在
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
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
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
理等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
性措施上狠下功夫，努力实现重点
突破、以点带面，确保司法改革整
体推进、取得实效。

会议要求，要全面深化司法公
开。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法院全面
启动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大力推
进“阳光司法”工程，司法公开工作
取得重大进展。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关
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部署
要求，扎实推进审判流程公开、裁判
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积极拓展
司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将司法权运

行的各个环节置于当事人和社会公众
的监督之下，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
让腐败无处藏身。

会议强调，要深入持久开展反腐
败斗争。廉洁是公正司法的前提和保
证。各级法院党组要切实担负起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坚持业务、党风
两手抓、两手硬，把主体责任记在心
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把党风廉
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到实处。要充分发
挥司法巡查、审务督察和廉政监察员
的作用，认真执行任职回避、防止内
部人员干扰办案、落实廉政准则防止
利益冲突等制度，加大对违纪违法行
为的查处力度，切实做到有腐必惩、
有案必查。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
务副院长沈德咏，党组成员、副院
长李少平、奚晓明、南英、景汉
朝、黄尔梅，党组成员、中纪委驻
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组组长张建南，
党组成员、副院长贺荣，党组成
员、政治部主任徐家新出席会议。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审判
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以及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海 伟 蒋 蔚）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严格落实从严治党责任 持之以恒改进司法作风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