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发代号：1-174 总第6158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2014年11月 日 星期四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94

PEOPLE`S COURT DAILY http://www.rmfyb.com
20

内蒙古规范刑事案件证据收集审查工作
强化人权保障 统一审查判断证据尺度

本报安卡拉11月19日电 土耳其
总统埃尔多安 18 日在安卡拉会见习近
平主席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孟建柱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埃尔
多安的亲切问候。他说，近年来，中
土关系保持快速发展势头，战略合作
关系日益充实。中方愿和土方不断增
进政治互信，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水
平。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战略构想与土耳其发展目标高度契
合。双方可加强对接，实现优势互
补，促进中土两国及“丝路”沿线国
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孟建柱强调，当前国际反恐形势日
益严峻复杂，各国应加强合作，共同应

对。希望双方继续充分照顾彼此关切和
核心利益，开展更深入、更扎实、更有
效的反恐和执法安全合作，不断丰富中
土战略合作关系内涵。

埃尔多安请孟建柱转达对习近平主
席的良好祝愿。他表示，土方高度重视
发展土中战略合作关系，全力支持习近
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愿在
此框架内不断提升土中务实合作水平。
土方绝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在土领土
从事反华分裂和损害中国利益的活动，
愿与中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打击恐
怖势力。

访问期间，孟建柱还与土耳其副总
理巴巴詹举行会谈，并会见了内政部长
阿拉、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哈哲穆夫
提奥卢等。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
长汪永清，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驻土
耳其大使郁红阳，外交部副部长程国
平，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董海舟，商务部
副部长房爱卿参加上述会见。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见孟建柱

左上图：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安
卡拉会见孟建柱。

右上图：孟建柱在安卡拉会见土耳
其副总理巴巴詹。

左下图：孟建柱在安卡拉会见土耳
其内政部长阿拉。

右下图：孟建柱在安卡拉会见土耳
其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哈哲穆夫提奥
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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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正裁判法槌，维护公平正义，最
高人民法院自成立起已走过了 65 个春
秋。

65 载光阴流转，记录下法治建设
者的苦苦探寻；65 载时光荏苒，浓缩
了法治行进中的生动轨迹。65 载，有
过艰辛的探索，更有宝贵的经验；有过
沉痛的教训，更有成就的欣喜。

当我们沿着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大楼
的台阶拾级而上，百年皂角树枝繁叶
茂，高悬的国徽熠熠闪光，那些曾经激
励世人、闪耀时代光芒的历史回声，依
然在耳边回荡。

（一）当新中国初试啼音，一位诗
人满怀激情地写道：“时间开始了。”一
个崭新的时代，从此在东方大地开启。
共和国的司法，在这一刻天地一新。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礼炮
声尚未远去，毛泽东主席发表公告，任
命沈钧儒先生为最高人民法院首任院
长。这位美髯飘飘的传奇老人当年已是
74 岁高龄，而崭新的共和国依法治国
的梦想才刚刚开始。

最高人民法院 10 月 22 日正式成
立，11月1日启用院印正式办公，随后
分别在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
南、华北成立6个分院。最高人民法院
的组织框架就此形成。

在一个生命力勃发的社会主义国

家，法治的呼唤更显得无比迫切。该建
立怎样的人民司法制度？人民法院该如
何作为？一系列关系法治建设的重要问
题急切地摆在眼前。

刚刚从百余年受压迫、受奴役的黑
暗中走出，新生的人民政权尚未巩固，
反革命残余势力疯狂破坏，司法工作尚
属薄弱环节。这，就是我们的1949。

1951 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迅
速做出回应：废除旧的司法制度，建立
公开审判、人民陪审、巡回审判、就地
审判、调解等便民利民、联系人民、依
靠人民的审判制度。这是一次划时代的
会议，初步厘清了新旧法律和新旧司法
制度的界限，勾画了人民司法制度的崭
新轮廓。

这一年，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颁
布，第一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统一了各
级人民法院组织体系、内部机构和审判
工作制度。各地审判机关和审判工作机
制逐步建立起来。

配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
反”、“五反”和废除旧的婚姻制度等运
动，新中国的审判机关积极开展审判工
作。7年中，人民法院共审理600余万
件刑事案件，处理 850 余万件民事案
件，审理了刘青山、张子善等重大贪腐
案，最高人民法院还组成特别军事法庭
圆满完成了审判日本战犯的任务，人民
民主专政政权得到巩固。

1950 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具

有基本法性质的民事法律婚姻法颁布，
这是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婚姻制度的一
次彻底革命。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对
于废除旧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建立新
民主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发挥了重要
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理各类案件，制
定司法解释，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
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并依照法律
确定的职责范围，管理全国法院的司法
行政工作。”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和人
民法院组织法的颁布实施，使人民法院
的建设进入新阶段，标志着审判工作从
配合群众运动逐步向依法办案过渡。

“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
现代文明的国家。”中共第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关
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著名论
断，在无数人心中激起层层波澜。

这样的论断，今天听来，依然振聋
发聩。

（二）然而，在法制废墟和人治积
习上起步的人民司法之路，注定不会一
帆风顺、一蹴而就。十年动乱以一种惨
痛的方式向国人表明：在前进的道路
上，除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我们别
无选择！

1957 年 ， 反 右 派 斗 争 扩 大 化 ，

“左”的失误导致轻视法制思想的流
行，人民法院工作进入艰难曲折时期。

1966 年“文革”爆发，“砸烂公、
检、法”盛行一时。及至 1969 年，最
高人民法院干部被下放湖北农场劳动，
只留下8名办案人员，国家司法制度遭
到严重破坏，法院工作陷入停顿，无数
中国人倍感法制陵夷的伤痛。

1976年粉碎“四人帮”。在党中央
的正确领导下，最高人民法院迅速开展
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复查和纠
正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及以后判决的大量
冤假错案。

难忘1980年的冬天，北京正义路1
号，一场历时 77 天的审判在这里举
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担任特别法
庭庭长，依法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
命集团案。数亿中国人聚精会神，从电
视荧屏上观看了庭审实况。

这是一场载入史册的审判，法律的
尊严在无数人心中激起从未有过的震
撼；这是一个民族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
它告诉世人：法兴则国治，法衰则国乱。

（三）历经春寒料峭，新中国法治
进程峰回路转，人民期待的法治春天终
于到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
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成为新
的里程碑。

1978 年 4 月 24 日，第八次全国人

民司法工作会议召开。“处理刑事申
诉案件，纠正冤假错案”，作为一项
重要任务被明确提出。

半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9个
已经纠正的冤假错案案例，指导纠错
工作。截至1981年底，全国法院共复
查文化大革命中判处的刑事案件120
万件，改判纠正冤假错案30万余件。

要法制，不要人治。1978 年 12
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
式上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
制原则，成为新中国民主法治建设史
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1979年春天，在3个多月的时间
里，全国人大制定出了7部法律，徐
徐推开了尘封已久的“法律之门”。

1980年1月1日，刑法和刑事诉
讼法等法律的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
刑事审判工作进入了在实体和程序上
都有法可依的新阶段。

（四）伟大的时代是英才辈出的
沃土，伟大的事业需要一批又一批高
素质人才去开创。拥有怎样的法律人
才资源，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法治高度。

“文革”初期，法律院校和法律
专业被迫纷纷关闭、停办，1975
年，全国法律本科在校生一共才269
人。改革开放后，法律院校人才培养

的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司法工作的需
要，怎么办？

“只能自己想办法提高自己！”
1985 年，在时任院长郑天翔提议
下，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创办全国法院
业余法律大学，对法院干部进行理论
教育和业务培训。1988 年与国家教
委合办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1997
年进一步成立了国家法官学院，为提
高全国法官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发挥
了重要作用。

除了提高法官的学历水平外，建
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
的现代法官制度，更是保障法官履
职、提高队伍素质，实现法官管理科
学化、法制化的必然选择。

1995年12月10日，1380个考场
的三万余名法院工作人员参加了全国
法院初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统一考
试。这是贯彻执行刚刚通过的法官法
的一个重大举措，也是法官管理工作
的一项重大改革。

2002 年修改后的法官法确立了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并把法官任
职资格提升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
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
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

历经 30 年培养，法院队伍人才
济济，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已授三届
150 人，高层次审判人才库初具规
模。 ⇨⇨下转第二版

向着依法治国总目标，我们奋力前行！
——写在最高人民法院建院65周年之际

本报编辑部

本报香港11月19日电 今天，中
国海事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在香港
正式成立。揭牌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
心举办。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卢鹏起、香港律
政司司长袁国强、海仲委副主任于健龙
出席揭牌仪式并致辞。卢鹏起副会长和
袁国强司长共同为海仲委香港仲裁中心
揭牌。来自香港和内地，以及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200余名嘉宾共同见证了这一

重要时刻。
卢鹏起副会长在致辞中表示，海

仲委香港仲裁中心的设立是海仲委改
革发展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香港
特区仲裁界发展史上的一件喜事。既
是海仲委立足国际化，建设世界一流
仲裁机构的必然要求，也是香港建设
国际性争议解决中心、提升国际航运
中心地位的客观要求。

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对海仲委

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表示欢迎，认为
海仲委香港仲裁中心的设立必将为提
升香港的仲裁服务业发挥积极的作
用，有利于实现香港政府提出的把香
港建设成为争议解决中心和航运中心
的目标。

海仲委香港仲裁中心受理并管理
的仲裁案件将同时适用香港仲裁条例
和海仲委仲裁规则，将香港仲裁制度
的优势与海仲委半个多世纪积累的仲
裁经验有效结合起来，并兼顾海事海
商争议解决的特点，为中外当事人提
供具有独特优势的海事仲裁服务。

（王皓成）

本报讯 （记者 宋建波 通讯员
王英杰）近日，为深入贯彻实施新修订
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内蒙古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与自治区检察院、公安
厅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和规范刑事案件
证据收集审查工作的意见 （试行）》，
对生物物证、痕迹的收集、司法鉴定范
围、讯问笔录制作、证据的审查和判断
等工作提出明确具体要求。

《意见》 特别强化了对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规定对可能判
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或其他重大犯罪案
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全程录音或录

像。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除
了让犯罪嫌疑人陈述有罪、罪重的情
节外，还应当允许其陈述无罪或罪轻
的事实情节，对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
无罪、罪轻的事实和证据线索，以及
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证明自己无罪、罪
轻的证据，侦查机关应当认真核查，
对于有关证据，无论是否采信，均应
如实记录。

《意见》规定，现场勘查、检查
工作应当客观、全面，对于收集到的
生物物证、痕迹、书证、物证等除在
现场勘查、检查工作记录中要详细反

映外，还要制作登记表、扣押清单和
提取笔录。案件侦破后，要及时组织
辨认工作，对于案情复杂或有重大影
响的案件在组织辨认时还应当全程录
音或录像。

《意见》规范了侦查、起诉、审
判刑事案件工作程序，对刑事案件各
类证据的收集、提取、保存等工作进
行了详细规定，统一了公、检、法三
机关审查判断证据的尺度，细化了补
查补正工作的责任机关和流程，为提
升刑事案件办案质量提供了有力支
持。

本报银川 11 月 19 日电 （记者
周崇华）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今天向全区各级法院印发《宁夏回族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思想
政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旨在强化法院思想政治建设，为推进
依法治区和法治宁夏建设提供可靠的
思想政治保障。

《意见》从强化智慧司法理念增强
执法水平、强化“三让”法官理念增强

职业尊荣感、强化法纪观念增强“廉洁
福利”意识等17个方面进一步强化思
想政治建设。《意见》要求全区各级法
院对以领导干部、青年干警、预备法官
和新招录公务员为对象的培训班次，
其思想政治培训内容所占比重不低于
30%。同时，全区各级法院要建立思想
政治建设述职报告制度，健全思想政
治建设考评激励机制，将思想政治建
设纳入综合绩效考评指标，考评结果
作为评先选优、晋级晋职的重要依据。

中国海事仲裁委香港仲裁中心成立

规定培训内容比重 健全考评机制

宁夏法院出台意见强化思想政治建设

本报广州11月19日电 今天，广
州知识产权法院法官遴选委员会正式
成立，并抽签产生首次法官遴选委员
会。首次遴选委员会由 9 名委员组
成，分别来自法官、学者、律师和知
识产权专家等 4 个界别，将负责广州
知识产权法院首批十名主审法官的选

任工作。
今天上午 10 点，遴选委员会全

体委员一致通过了 《广州知识产权
法院遴选委员会章程》，并依据章程
规定，遴选委员会主任吴树坚从装
有全部委员名单的封闭票箱中依次
抽取，最终产生由8名非常任委员与

主任委员一同组成首次法官遴选委
员会。

据介绍，负责首批主审法官遴选
的委员由主任委员从广东法官协会、
律师协会、法学会、知识产权研究会
共同推荐的 24 名非常任委员库中随
机抽签产生。据了解，首次法官遴选
委员会将在11月21日对参选人员进
行考试并择优确定遴选推荐名单，提
交组织人事部门考察。

（林劲标 邓巨良）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法官遴选委员会成立

本报讯 （记者 许 聪）近年来，
广西法院在“让审判权在阳光下运行”的
决策指引下，坚持推行“公开促公正，公
开提公信”的工作思路，创新打造审判流
程信息公开平台，实现了由单纯的审判
信息公开向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
书、审务全方位立体公开的转变，司法公
开内容得到极大的充实和丰富。

为此，广西各级法院创新深化审判
公开，积极推进本土化实践，以审判的
重要流程环节信息公开为脉络，以互联
网、移动媒体等现代技术平台为载体，
打造审判流程信息五大公开平台体系，

并建立了面向当事人一对一的公开个
案信息并在系统中与当事人共同推进
某些诉讼程序。在这个被命名为“平
台式5+1审判流程信息公开模式”体
系上，以立案、送达、财产保全、庭审、
审限、结案信息及归档信息等15项主
要信息对外公开为内容，完整地呈现
从立案、审理到结案的诉讼过程，实现
面向当事人、社会公众全方位、多层
次、高质量的公开。

同时，为将司法公开与当事人关
注的焦点结合起来，广西法院采取有
力措施，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和期

待。其中，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成为
广西首家实现运用短信平台实时同
步向当事人点对点主动、完整推送案
件流程信息的法院，当事人只要在立
案卡片中填写自己的手机号码，在立
案受理后，短信平台系统将在案件进
展到的 14 个关键阶段自动推送短信
提示。而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审判
流程公开平台的全部内容移植到触摸
屏查询系统当中，当事人只要通过触
摸屏系统查询，即可直接浏览和查询
法院有关信息、案件相关情况以及法
律知识。

据了解，2010 年至 2013 年连续
四年，广西法院各类案件结案率、结
案均衡度、正常期限内结案率总体上
呈上升态势，而长期超审限未结案指
数同比逐年下降，办案效率总体有较
大提高。

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广西法院着力打造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