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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申请人李秀珍申请宣告被申请人王双庆死亡一
案，经查：（王双庆，女，1969年 7月 19日生，汉族，户籍所
在地北京市朝阳区洼里乡关西庄村二队 76号） 于 2006年 6月
10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
年。希望被申请人王双庆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
本院联系。公告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桂兰、李桂华、李桂平申请宣告李元荣

死亡一案，经查：李元荣于 1999 年 6 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李元荣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
院将依法宣告李元荣死亡。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石凯、石刚申请宣告石鹏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石鹏，男，1960年1月2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
红桥区孙家胡同 69号，于 1982年 8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石鹏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
法宣告石鹏死亡。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哈国柱申请宣告石淑英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石淑英 （女，1938 年 10 月 10 日出生，回族，身份证号
120106193810100543，天津市制锁六厂退休职工，离家前居住
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零号路北平房 7排 5号） 于 1989年起，下
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石
淑英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朱新建申请宣告被申请人谢天全死亡一
案，经查：谢天全，男，1952年 7月 14日出生，汉族，居民，
户 籍 地 福 建 省 政 和 县 熊 山 街 道 ， 身 份 证 件 号 码 ：
352129195207140012。1982年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已满20年。现
发出寻人公告，希望谢天全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
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
判。 [福建]政和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安宁宁申请宣告安永红失踪一案，经查：安永
红，男，汉族，生于 1976年 11月 2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甘肃
省镇原县平泉镇秦铺行政村吴湾自然村，身份证号码：

622827197611280631。于 1999 年 10 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15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安永红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
裁判。 [甘肃]镇原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谢虾长申请宣告罗文升死亡一案 （案号：
（2014） 穗荔法民一特字第 51号），经查：罗文升，男，汉族，
1940年 10月 16日出生，住址：广州市荔湾区存善北街 13号 2
楼，身份证号：440103194010163319，于 2005 年 1 月失踪至
今。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罗文升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判决。 [广东]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何玉麟、曾瑞金申请宣告何爱珍失踪一案，经
查：何爱珍，女，1974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
市 宝 安 区 观 澜 镇 大 水 坑 村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40321197410023726，于 1998年 2月 16日起，下落不明已满 2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何爱珍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 [广东]紫金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邓昌讲申请宣告邓海峰、张桃桃失踪一案，经审查，
邓海峰，男，1977年7月2日出生，原住江门市江蓬区胜利路45号
之二，身份证号码：440225197707027955。于2010年4月份起下落
不明。张桃桃，女，1988年9月3日出生，原住湖北省枣阳市鹿头镇
居委会十二组，身份证号码：420683198809033164。于2010年4月
份起下落不明。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邓海峰、张桃桃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广东]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升焱宣告刘真桂死亡一案，经查：刘真
桂，女，1963年9月13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麻城市人，原住
湖北省麻城市岐亭镇官塘村7组。自2009年5月18日起，下落
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刘真
桂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北]麻城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新娥、邹乐民申请宣告邹莹失踪一案，经查：
被申请人基本情况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3个月。希望邹莹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
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攸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姚思娟、姚思宇申请宣告夏干群失踪一案，经
查：被申请人基本情况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夏干群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
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邵阳市双清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天喜申请宣告骆惠珍失踪一案，现依法发出寻

人公告：骆惠珍，女，汉族，1983 年 2 月 16 日出生，安化县
人，住湖南省安化县长塘镇大金溪村第十村民组。自2012年5
月外出后至今下落不明。公告期间为3个月，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人可与本院联系。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湖南]安化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蒋前凤、华贵生申请宣告蒋晓华死亡一案，经

查：被申请人基本情况于1991年7月26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
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蒋晓华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判决。 [湖南]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叶申请宣告高其俊死亡一案，经查：高其俊，
男，1965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真武
镇真武路168号，系申请人刘叶之夫，于2010年3月26日起下
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一年。希望高其俊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江苏]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孟凡庆申请宣告刘建华失踪一案，经查刘建华，

女，1990年 4月 9日生，汉族，吉林省镇赉县人，农民，原住
镇赉县大屯镇代头村，于 2012 年 9 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刘建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
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3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判决。

[吉林]镇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旭申请宣告臧金凤失踪一案，经查：臧金凤,
女，1977年 11月 26日生，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臧金凤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
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臧
金凤失踪。 [吉林]镇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赵国林申请宣告赵立宾失踪一案，经查，赵立
宾，男，1972年1月20日生，汉族，住东丰县东丰镇，身份证
号：220421197201200014。赵立宾于2005年离家出走，至今下
落不明已满二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
赵立宾本人或知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吉林]东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马娜申请宣告穆丽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穆
丽，女，1962年9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原住凌海市闫家
镇山神村，身份证：210724196209173224。于 1998 年离家出
走，下落不明，故发出寻人宫个，希望穆丽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决。

[辽宁]凌海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洪艳申请宣告杨国富死亡一案，经查：杨国

富，男，1950年9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阜新市太平区水
泉镇五家子村一组。于 2010 年 7 月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
告，希杨国富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辽宁]阜新市太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闫麦财申请宣告闫许平死亡一案，经查：闫许

平，男，汉族，1980年7月31日出生，住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
林皋镇可仙村二社，其于 2013 年 12 月 10 日随“辽大中渔
15287”号船在出海作业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
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公告，闫许平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胡德香申请宣告吴洪昌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吴洪昌，男，1972年1月10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潍坊市奎
文区潍州路街道办事处东王社区居委会。身份证号码：
370702720110291。被申请人吴洪昌母亲胡德香于 2014 年 1 月
20日至潍坊市公安局奎文分局潍州路派出所报案，称被申请人

吴洪昌于 2000 年 12 月 15 日走失，下落不明，至今已满 4 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山东]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棠花宣告宁峰死亡一案，经查：宁峰，

男，1948年8月30日出生，汉族，原住山西省新绛县北张镇联
校宿舍，于2008年5月20日，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为1年。希望宁峰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
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山西]新绛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桂珍申请宣告邱明兴死亡一案，于 2013年 11
月6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2014年11月6日依
法作出 （2013） 红民特字第 0015号判决书，宣告邱明兴死亡。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4年6月20日受理声请人安宁宁申请宣告安永红
失踪一案，并已发出寻人公告，现公告期已满，公告期间无人
与本院联系，被申请宣告失踪人安永红仍无下落。本院已于
2014年 9月 24日作出 （2014） 镇民特字第 3号民事判决书，宣
告安永红为失踪人。该判决为终审判决。

[甘肃]镇原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原告鲍立强申请胡素兰失踪一案，于2014年7月

22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4年 11月 3日依
法作出 （2014） 鄂武东开民一特字第 00003号判决书，宣告胡
素兰失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朱瑶瑶、朱星林申请宣告张宝（曾用名张

继兰）失踪一案，于 2014年 7月 2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届满，并于2014年10月22日依法作出（2014）薛民初字第778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张宝为失踪人。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山东]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成萍申请宣告黄琼基失踪一案，于2014年7月

17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三个月，现已届满，黄琼基下
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并于 2014 年 10 月 31 日依法作出
（2014）新都民特字第5号判决书，宣告黄琼基失踪。本判决为
终审判决。 [四川]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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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
拥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法官占到66%，全
国法院硕士以上学历法官占到十分之
一，一支近20万人的正规化、专业化、职
业化、素质过硬、作风优良的高素质法官
队伍已成规模。

（五）上个世纪80年代，人民法院“衣
食住行”都是问题，经过三轮建设，已经解
决了“审判无庭、办公无房”等问题。如
今，人民法院工作正向着信息化、网络化
突飞猛进，融入互联互通的新时代。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人民法院基础
建设几乎从零起步，“衣食住行”都是问
题。很多基层法院，七八个人挤在一间
办公室，档案卷宗放在地上；有的法院甚
至没有固定办公地址，普遍缺少交通工
具，大多数法院没有押解囚车，只能是

“苏三起解”式的长途步行……
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启动第一轮

大规模的人民法院法庭建设：中央和地
方政府给法院基层建设投入了大批资
金，办公办案条件得到根本改善，基本解
决了“审判无庭、办公无房”等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和新世纪的前 10
年，经过三轮建设，全国法院的办公楼、
审判楼问题基本解决。

“推进人民法庭建设规模化、规范
化、现代化”、“精力向基层集中、力量向
基层加强、政策向基层倾斜、工作向基层
贴近”、“面向基层、服务基层、建设基
层”，循着正确的方针和思路，人民法院
基层基础工作始终与时俱进。增加基层
法院政法专项编制，建立基层法院经费
保障体制，解决基层法官职级、职数问
题，恢复、新建、改建人民法庭，更好地方
便群众诉讼，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基层基
础建设向着信息化、网络化的方向突飞
猛进，基层法院人民法庭工作正插上高
科技的翅膀，融入互联互通的新时代。

（六）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
展，案件类型日益多样，人民法院的机构
设置相应变化，专门合议庭、专门审判
庭、专门法院相继设立，审判工作进入全
面发展的新阶段。

改革开放，经济复苏，人民法院受理
的案件类型呈现新的变化，一些新类型
的民事经济案件逐年上升。根据党的十
三大确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
革方针，时任院长任建新适时提出了人
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要充分发
挥惩治犯罪、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调节经
济关系三个职能作用。各级法院既不能
丝毫削弱依法打击犯罪活动、惩治犯罪分
子的职能，又必须大力强化依法保护人民
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职能，同时要
大力强化依法调节经济关系、促进社会生
产力发展的职能。于是，自上世纪80年
代后期，人民法院开展了经济审判、海事
海商审判、涉外审判工作，同时开创了行
政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等新的审判领域，
极大地拓展了审判领域和范围。

电影《秋菊打官司》反映的是“民告
官”之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1988年8
月25日，一位浙江温州苍南县的农民状
告县政府，成为“民告官”案件第一人。
1988 年最高人民法院设立行政审判庭
前后，全国各级法院已经普遍设立了行
政审判机构。1989年4月，行政诉讼法
正式出台。

其他调整也在进行。1982年5月1
日，铁路运输法院正式办案。1984年1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在沿海港
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从此开启了
我国海事审判的历史。2012年6月底，全
国铁路法院整体纳入国家司法体系。

为回应人民群众的环境资源司法新

期待，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
司法保障，201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设
立了专门的环境资源审判庭。

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在北京、上
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11月
6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正式挂牌履职。

专门法院和机构设置的调整，反映
的是司法保障和服务社会发展着力点的
变化，是人民法院与时俱进，大力推进法
治国家建设的轨迹缩影。

（七）“司法改革既是一个历史跨度
很长的大题目，又是一个时代感很强的
新课题。”从无到有、从理念设想到具体
行动，支撑司法前行的，是深深植根于法
律人心中的法治梦想。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
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推进
司法改革”的战略任务；“依法治国，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法治，正
用其特有的方式，改变中国。

司法的要义是公正。在时任院长肖
扬的倡导下，最高人民法院将“公正与效
率”确立为人民法院工作的主题。法治
梦想激励着法律人不断前行，改革之帆
高扬，正好乘风破浪。这一时期，最高人
民法院于1999年和2005年先后颁布了
两个五年改革纲要，提出了司法改革不
同阶段的目标、原则和任务,进行了多达
89项改革。

其中，最具突破性的当属死刑复核
制度改革。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最高
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结束了
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下放26年的历史，
成为“中国司法变迁的一个颇具象征意
义的符号”。

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一场波澜壮
阔而又复杂艰巨的改革。最高人民法院
明确提出，司法改革既要认真总结我国
法制建设的经验，又要注意吸收全人类
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既要有紧迫感，又
不能急于求成，超越我国社会政治现实；
要始终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的司法原
则，为案件的公正处理提供制度性保障。

依照这一思路，最高人民法院和有
关部门密切配合、攻坚克难，司法改革呈
现出自上而下，先易后难，突出重点，整
体推进的良好态势。司法改革承载着时
代风云，人民法院工作展现出无限生机。

（八）“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
“从严治院、公信立院、科技强院”，着力
解决人民法院“权从何来、为谁司法、靠
谁司法”等思想认识问题，确保人民法院
工作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健康发展。

汶川地震、北京奥运、金融危机……
2008年是共和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一年。

面对世局变化，人民法院必须进一
步增强大局意识，始终把审判工作置于
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之中，全面发挥各
项审判职能作用，为改革、发展、稳定提
供可靠的司法保障和优质的法律服务。

为此，时任院长王胜俊提出人民法
院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并强
调，践行这一工作主题必须充分发挥审
判职能，全面贯彻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努
力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提供司法服务，
努力为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提供司法
保障。

只有坚持把执法办案作为人民法院
的第一要务，把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
的要求体现在每一个具体案件的处理
上，体现在每一个矛盾纠纷的化解中，才
能真正履行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和捍卫者的神圣职责。

在这一工作主题引领下，全国法院
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严
重刑事犯罪，妥善审理拉萨“3·14”事件、

乌鲁木齐“7·5”事件所涉案件；积极应对
国际金融危机给审判工作带来的新挑
战，妥善处理经济结构调整优化中的矛
盾纠纷，及时审理涉及汶川地震、北京奥
运会、上海世博会等相关案件；依法严惩
涉及问题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生产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假药劣药等危害民生
的犯罪……

以陈燕萍、詹红荔、翟树全等为代表
的众多优秀模范法官的事迹，鲜明体现
了司法的人民性，以人为本的理念融入
到司法全过程。冰冷的卷宗背后，熨帖
着暖暖的民生民情；严肃的法威之下，蕴
含的是深深的关切和真情。

（九）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让司法
权在阳光下运行，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
志，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由之路。

1998 年7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中央电视台首次现场直播十大
电影厂诉版权被侵权案的法庭审理。国
内外媒体一致认为“此举是中国司法制
度改革增加透明度和中国电视报道改革
的重大突破，是中国民主进程的重要一
步”。

最高人民法院对司法公开的要求越
来越具体,内涵越来越丰富，先后发布了

《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
定》、《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
的若干意见》等规范性文件。

从2000年6月起，最高人民法院开始
向社会公布本院审理案件的判决书和裁
定书；2006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了

《人民法院新闻发布制度》,并首次对高级
法院新闻发言人进行了大规模集中培训；
2009年5月，进一步实行新闻发布月例会
制度并扩大了新闻发言人队伍规模。

全国各级法院积极落实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着力实现
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的全公
开——“法律底线之上，一切皆可公开”。

如今，司法公开的内容不断丰富、方
式不断创新、机制不断完善，文书上网、庭
审直播、网评法院，微博、微信、客户端……
司法公开借助新技术、新媒体大展身手。

实践证明，人民法院工作唯有时刻
沐浴在公开的阳光之下，才能获得更为
长久旺盛的生命力。司法公开让人民法
院的公信力得到提升，让人民群众离法
院更近，对法院更放心，更信任。

（十）执法如山，清廉如水。没有廉
洁这块基石，公平正义的大厦就无从建
立，人民司法事业就无法稳固，对司法腐
败必须做到零容忍。

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既给人民法院创造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考
验。个别法官经不起考验，在干扰与诱
惑之下，有的故意拖延办案，有的滥用自
由裁量权，有的干脆徇私枉法、肆意裁
判，有的甚至办假案。这不仅损害了当
事人的利益，破坏了法官形象，更与“依
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方针背道而驰。

一些个案反面典型更是令人震惊。
2008年10月28日，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一纸免职决定震动中国司法界：免去黄
松有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这给
全国法院干警敲响了一记沉重的警钟。

从2008年到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
公布了一系列廉政规章与制度：监察工
作条例、纪律处分条例、“五个严禁”、司
法巡查制度、廉政监察员制度、法官任职
回避制度、审务督察制度等等。建设廉
政风险防控机制，推动人民法院反腐倡
廉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无知者不能当法官，无能者不能当
法官，无德者同样不能当法官”。法官不
仅代表着国家的形象，而且肩负着医治

社会疾病、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职能，被
公众视为公平正义的化身和守护神。正
是法官职业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对法
官职业道德的要求成为维护司法公正和
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基础。为此，最
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法官行为规
范》、《人民法院文明用语基本规范》等规
范性文件，着力约束法官行为，塑造良好
司法形象。

（十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
央领导集体描绘中国梦宏伟蓝图，提出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进入新天地。纠正错案、庭审直播、文书
上网、对外交流等，已成为司法新常态。

2013年2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
治局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第四次集
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
公平正义”，这为人民法院工作指明了工
作目标。以周强为院长的最高人民法院
新的领导班子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工作目标，不断改革创新，呈现出一
系列司法新常态。

——坚持严格司法，加强人权司法
保障已成为司法新常态。2013年11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防范
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防范冤
假错案步入制度化轨道，“疑罪从无”原
则被严格执行。周强院长提出，“要坚持
依法纠正冤错案，发现一起、查实一起、
纠正一起”。这是庄严承诺，更是实际行
动。一年多来，浙江张氏叔侄案、安徽于
英生案等多起冤错案件得以纠正，河南
李怀亮、福建念斌等身陷囹圄多年的被
告人被依法宣告无罪。

——依靠新技术新媒体推进法院信
息化已成为司法新常态。周强院长要求
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全面推进司法公开，
创新便民措施，加强民意沟通，让人民群
众通过看得见、听得懂、信得过的公开透
明的诉讼程序，亲身体验、亲自感受公正
司法全过程。新技术的应用无处不在。
2014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开
通了全国的视频接访系统，凡是按规定
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申诉信访案
件，所有重复访都要实行视频接访。上
访群众到当地法院的视频信访窗口，就
可以与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面对面”交
谈，不必再千里迢迢、风餐露宿往北京
跑。与此同时，全国法院升级完善诉讼
服务大厅，开通12368诉讼服务热线，建
立诉讼服务网，推进涉诉信访信息化建
设，当事人获得司法服务更加高效便捷。

——把握新媒体传播规律，善用媒
体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已成为司法新常
态。2014年7月，中国裁判文书网开通，
全国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截至
10月31日，全国法院共在中国裁判文书
网上传裁判文书 3504086 篇，其中最高
人民法院上传5791篇，地方各级法院上
传3498295篇。8月,薄熙来案庭审微博
直播，数亿人“围观”。11 月，最高人民
法院官方微博与全国法院微博发布厅亮
相互联网，网友点“赞”如潮。11 月 13
日，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正式开
通。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推进审判流程公
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
台建设，积极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
的阳光司法机制，司法公开不断向更广
范围、更深层次推进。

——积极稳妥推进司法改革已成为
司法新常态。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
了全面部署。最高人民法院按照中央统
一部署，遵循司法规律，依法有序、统筹
协调、积极稳妥地推进新一轮司法体制
改革，探索推进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推

进量刑规范化改革，实施人民陪审员
“倍增计划”。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
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
意见》，试点法院改革紧锣密鼓，各项
工作稳步开展。

——严肃惩治司法腐败已成为司
法新常态。刮骨疗毒、壮士断腕，人民
法院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
督、从严查处，深入整治“六难三案”
问题，以零容忍的态度和铁的手腕惩
治司法腐败。2013年，全国法院查处
违纪违法干警 829 人，其中利用审判
执行权违纪违法干警381人。

——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已成为司
法新常态。走出去，请进来，办论坛，
建平台，中国司法以从容自信的姿态
活跃在国际司法合作的舞台上。英文
版《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国海
事审判白皮书》等陆续发布，开启了向
国际社会公开透明的新平台，这是新
中国司法史上的第一次；周强院长率
团相继出席第十五届亚太地区首席大
法官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最高
法院院长第九次会议，中国-东盟大
法官论坛首次在中国举办；今年8月，
举行专门面向外国驻华使节的开放活
动，16国使节走进最高人民法院旁听
庭审，参观座谈。

（十二）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
去不还。65年波澜壮阔，65年步履铿
锵。65年来，沈钧儒、董必武、谢觉哉、
杨秀峰、江华、郑天翔、任建新、肖扬、王
胜俊、周强相继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65年来，人民司法制度历经风雨，
艰难探索，薪火相传，不断发展，充分展
示了强大生命力和明显的制度优势。

在65年的历史征程中，最高人民
法院逐步建立并完善了一系列有效指
导全国法院审判工作的制度机制。

——建立了完善的司法解释制
度。法律解释对准确适用法律必不可
少。65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加强司法
解释工作，形成了内容极为丰富、涉及
面十分广泛的司法解释体系，填补了
法律漏洞，为法官裁判案件提供了更
为具体、明确的依据。司法解释在我
国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发挥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探索形成了有效的案例指导
制度。新中国成立伊始，最高人民法
院就十分重视案例的作用，从20世纪
50年代初开始，通过编选案例总结审
判经验、指导审判工作。历经多年探
索，201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通过把那些具有独特价值的案例发现
出来、公布出来、树立起来、推广开来，
充分发挥这些案例的启示、指引、示
范、规范功能，让广大法官学习借鉴其
中体现的裁判方法和法律思维，以更
加公正高效地审理案件。

——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审判管理
制度。有审判就应当有审判管理，最
高人民法院将创新和加强审判管理作
为工作重点，提出了一系列工作要求，
通过狠抓审判流程管理制度的落实，
明确各个节点的监控职责，将节点管
理落实到具体部门和人员，确保了案
件审理依法、公正、高效进行。近年
来，还通过分析、研判审判工作运行态
势，及时发现、解决影响案件质量和效
率的问题，保障了审判工作健康有序
开展。

总结梳理最高人民法院 65 年的
历史，就是总结人民司法发展的历
史。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民司
法的发展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司法
机关服务、保障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

的历史。人民司法事业迈出的前进步
伐、取得的光辉业绩,始终倾注着党中
央的关心和爱护。人民司法史将永远
牢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同志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司法事业
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

人民司法发展史是一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创立、形成、发展和
不断完善的历史。人民司法制度是马
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中国化
的伟大成果，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法
治领域进行的伟大创举，符合我国国
情、契合人民意愿、适应时代要求。

65年来的司法实践，进一步加深
了我们对推进人民司法事业发展进步
的规律性认识。人民法院必须始终坚
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领导，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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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司法工作主线，坚持抓
好执法办案第一要务，坚持以改革创新
为动力，坚持抓班子带队伍，坚持自觉
接受人大、政协及社会各界监督。

（十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
开，吹响了依法治国的新号角，具有划
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会议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
个关于加强法治建设的专门决定。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法
治的引领和规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和支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立足我国社
会主义法治建设实际，直面法治建设
领域的突出问题，明确提出了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基
本原则，提出了关于依法治国的一系
列新观点、新举措，回答了党的领导和
依法治国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
司法、全民守法、法治队伍建设、加强
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作出了全面部署。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
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
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完善
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
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站在依法治国新的历史起点上，
人民法院重任在肩！周强院长强调，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把思想
和认识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坚持公
正司法、严格司法，推进司法公开、
司法改革，持之以恒加强司法作风建
设，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
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正规化、
专业化、职业化队伍，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回顾历史，感慨万千；展望未
来，豪情满怀。

道路决定命运。经过 65 年的探
索和开拓，人民司法事业又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

历史照亮未来。走过 65 年的最
高人民法院，将高举依法治国伟大旗
帜，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发展阔步前
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法治力量，壮怀浩荡。时代潮
流，不可阻挡。风正劲，让我们向着
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扬帆远航，奋力
前行！

向着依法治国总目标，我们奋力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