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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简报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
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据新华社）

本报厦门12月6日电 今天上午，
周强在厦门会见了福建省委书记尤权，省
委副书记、省长苏树林。

尤权在会见时感谢最高人民法院对福
建工作特别是法院工作的关心支持。他
说，目前全省正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依法治省各项
工作。全省各级法院在推进依法治省中承
担着重要职责和任务，希望全省法院认真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最
高人民法院监督指导下，坚持严格司法，深

化法院改革，加强队伍建设，努力为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周强感谢福建省委、省政府对福
建省各级法院工作的关心支持，对福
建法院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勇于
担当，切实维护人民权益以及大力推
进信息化建设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并介绍了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大力推进
的几项重点改革任务。周强表示，最
高人民法院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福建工
作特别是福建法院工作，近期将专门

出台支持福建法院工作的具体措
施。周强要求福建法院在省委坚强
领导和各方面关心支持下，发扬成
绩，再接再厉，大力加强各项审判执
行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福建省委常委、秘书长叶双瑜，省
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王蒙徽，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邓力平，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马新岚，厦门市委副书记、市长
刘可清参加会见。 （陈志远）

周强会见尤权苏树林

本报厦门 12 月 6 日电 今天下
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厦门出席
第四期全国人大代表专题学习班，向参
加学习班的全国人大代表专题报告去年
以来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的措施和部
署，要求各级法院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始终坚持中国共产
党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
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周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就
加强法治建设发表系列重要论述，对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明确要求。党
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深化司法体
制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全面部
署，体现了我们党对于依法治国、依法
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标志着我
国法治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周强要求，各级法院要认真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围绕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总目标，大力加强执法办案等各项工
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始终坚持公正司
法，大力推进平安中国建设，依法严惩
各类严重刑事犯罪特别是危害国家安全
犯罪、暴力恐怖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和邪教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平等
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维护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司法裁判规
范、指导、评价、引领社会价值的重要
作用，坚持惩恶扬善，维护公序良俗，
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保障人
民群众安居乐业。

周强指出，要高度关注人民群众多
元司法需求，依法妥善审理民生领域各
类案件，及时制定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意
见，发布典型案例，继续推进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诉讼服务中心、巡回办
案、车载法庭等司法便民工作，有效回
应社会关切。要坚持严格司法，以事实
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发挥庭审的中
心作用，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
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和制度，
严格落实公开审判、举证质证、法庭辩
论等诉讼制度，健全完善冤假错案有效
防范、及时纠正机制，坚决守住法律底
线，以严格司法确保公正司法。

周强强调，要深入推进司法公开，
依法及时公开司法依据、程序、结果和

生效法律文书，加强裁判文书释法说
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
查询制度，严格实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制度，扩大曝光范围和力度，促进构建
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
制。要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完善审判
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
开三大平台，加强新媒体建设，促进审
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周强要求，要按照党中央和中央政
法委统一部署，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
改革，特别是要扎实推进设立最高人民
法院巡回法庭、设立跨区划法院、设立
知识产权法院、推行审判责任制等改革
任务，大力推进关于法官员额制、省以
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司法体制
改革试点工作，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精
神修订发布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
要，通过不断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
改革，推动完善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
义司法制度。

周强指出，要加强和改进司法作
风，着力整治执法办案中“门难进、脸
难看、事难办”、“立案难、诉讼难、执
行难”、“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这

“六难三案”问题，在司法领域坚决贯
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努力维护人民权

益。要加强司法廉洁建设，深入开展司
法廉洁教育，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坚持对队伍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
监督，对违纪违法行为从严惩处，以零
容忍的态度坚决惩治司法腐败，清除法
院队伍中的害群之马。

周强强调，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是人
民法院正确履行职责、实现司法公正的
重要保障。各级法院要切实增强自觉接
受监督意识，认真做好人大代表建议和
关注事项办理工作，健全自觉接受监督
机制，配合开展专题调研和执法检
查，积极邀请代表参加视察调研、旁
听庭审、列席会议，增进代表对人民
法院工作的了解。要继续加强与人大
代表的沟通协调，认真听取代表意见
建议，不断改进工作。同时，要更加
自觉地接受政协民主监督、检察机关
诉讼监督和其他各方面监督，紧紧依靠
人大和各方面监督，确保严格公正司
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和困难，推进人
民法院各项建设，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何晔晖主
持报告会。近350名全国人大代表参加
了专题报告会。

（任 勇）

周强在第四期全国人大代表专题学习班作报告时指出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始终坚持公正司法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新华社石家庄12月6日电 （记
者 齐雷杰）记者从河北省廊坊市中级
人民法院获悉，廊坊市中院定于 2014
年12月10日9时30分在廊坊经济技术
开发区人民法院审判庭公开宣判被告人
刘铁男受贿一案。

今年9月24日，河北省廊坊市中级
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了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
刘铁男受贿案。

据廊坊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2年
至2012年间，被告人刘铁男利用担任国
家计划委员会产业发展司司长、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司司长、副主任等
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设立
汽车4S店等方面谋取利益，单独或与其
子刘德成（另案处理）共同非法收受山东
南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作文、浙江
恒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邱建林等5人
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 3558 万余
元，应以受贿罪追究刘铁男的刑事责任。

刘铁男受贿一案，因其本人曾位高
权重、涉及“审批腐败”且涉嫌受贿
金额巨大，其子刘德成在其中扮演重
要角色、充当国企只挂名不上班的

“影子员工”吃空饷，牵涉多家知名企
业、相关行贿人是否受到法律惩处等
多重因素，一直以来备受社会关注。

刘铁男受贿案将
于10日公开宣判

12月2日，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
民法院组织法官驱车 40 余公里到沁
阳市王召乡龙涧村巡回审判一起人身
损害纠纷案件。今年以来，焦作市两
级法院大力构建巡回审判、多元矛盾
化解、普法教育“三位一体”的基层
矛盾预防化解工作机制，本着让法官
多跑腿、群众少走路的原则，依托人
民法庭，选择典型案例深入农村、社
区、学校等基层单位巡回审判，通过
就地立案、就地调解、就地开庭、就
地宣判、就地普法，坚持以案说法，
努力实现案件审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
果的有机统一。

朱建锋 摄

本报讯 （记者 朱 旻 通讯
员 陈 迎） 12月4日上午，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
体通报江苏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组建
情况及今年以来全省环境资源案件审
判工作和重点案例。下午，环境资源
审判庭成立后受理的第一起案件——
常隆农化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与泰州
市环境保护联合会环境侵权公益诉讼
上诉案公开开庭审理，江苏高院院长
许前飞任审判长。

2014 年度江苏高院在全省范围
内全面推行将环境刑事案件、环境民
事案件和环境行政案件划归同一个
审判庭审理的“三合一”集中审判
改革，推行环境资源案件专业化审
判，并确定 31 家基层法院集中承担
区域内环境资源案件的审理工作。
发布会介绍，江苏高院环境资源审

判庭的组建，既是“三合一”集中
审判改革水到渠成的发展结果，也
是江苏法院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司法
保护的进一步举措。

发 布 会 上 ， 江 苏 高 院 党 组 成
员、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亚平回
答了与会记者提出的江苏法院环境
资源保护相关问题。据悉，组建后
的环境资源审判庭主要工作是在审
判中树立保护性、恢复性、预防
性、公益性环境资源审判司法理
念；积极探索有效途径，公正廉洁
审理好各类环境资源案件；通过扩
大环境资源保护专家库，构建环境
法律保护联动机制等不断完善环境
资源审判配套工作机制；通过提升环
境资源案件审判透明度，依法公开开
庭审理等提升人民群众对环境保护事
业的支持度、参与度。

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 提升审判专业化程度

江苏高院组建环境资源审判庭

12 月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
给予周永康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
受贿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
法处理；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
依法对周永康涉嫌犯罪立案侦查并予
以逮捕。

决定公布后，社会各界反响强
烈。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坚决拥护
中央的处理决定，认为这一决定彰显
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惩治腐败的
坚定意志，深得党心民心。

坚定不移惩治腐败
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坚决惩治腐败，严肃党纪党规，是
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
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各地干部群
众表示，中央关于周永康的处理决定
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坚定不移维护党的
团结统一、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坚强
意志和鲜明态度。

“昨天夜里，我从媒体上看到中央
决定，感到这是反腐败斗争的重大胜
利。”山东省淄博市纪委宣教室主任白
念博说，中央反腐重拳频出，“老虎”

“苍蝇”一起打，广大基层纪检干部坚
决拥护，反腐败工作必须常抓不懈。

辽河油田欢喜岭采油厂齐5号站
站长赵奇峰说，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纪

并涉嫌违法犯罪，令人震惊。对其依法
依纪严肃处理，让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
我们党从严治党的决心、刮骨疗毒的勇
气，看到了反腐倡廉的希望，深得党心、
深得民心。

“我们完全拥护、坚决支持中央的英
明决策。”宁夏固原市西吉县火石寨乡元
咀村回族党支部书记杨建国说，党中央
的决定让基层广大干部群众对反腐倡廉
工作更有信心了。

大庆油田15152钻井队党支部书记
李强说，中央对周永康的处理决定，是我
们党有力量的表现。石油战线广大党员
干部一定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弘扬大庆精神、铁
人精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自己
的贡献。

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
惩治腐败没有禁区

党内决不允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

束、甚至凌驾于党章和党组织之上的特
殊党员，任何人触犯法律都将受到严肃
追究和严厉惩处。广大干部群众认为，
中央的决定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党纪
国法面前人人平等、惩治腐败没有禁区
的原则。

“惩治腐败没有禁区，遵守法律没
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西安市
纪委副书记黄会强表示，党中央对周永
康的处理决定向全党全社会发出强烈信
号——从严治党不是口号，惩治腐败没
有例外，腐败分子不论职位高低，只要违
反了党的纪律、触犯了国家法律，都将一
查到底、绝不姑息。

山东省日照市莒县纪委书记毛怀伟
认为，中央的决定彰显了党纪国法面前人
人平等，也更明确了对腐败“零容忍”的态
度，这对各级干部都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周永康从被立案审查，到被开除党
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我一直都很关
注。”从四川眉山来重庆打工创业的张福
平说，“‘大老虎’的落马让大家更加坚信，

那些侵害老百姓利益的人，不管‘位子’
多高、‘权力’多大，终究难逃法网。中
央‘打虎’‘拍蝇’，百姓拍手称快。”

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殷啸虎
说，周永康相关问题查实后依照党的
纪律处分条例被开除党籍，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体现了法律和纪律面
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大家相信，今后
不管多大多凶的“老虎”，党纪国法都
能把它关进“笼子”里。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
秘书长高波认为，周永康的“落马”，凸
显了反腐败斗争“上无禁区、下无死
角”，这种震撼性影响是罕见而深远的。

积极回应人民期待
坚决维护群众利益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
决于人心向背。当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
离我们党越远，群众就会离我们党越
近。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中央关于周永

康的处理决定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坚定
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宗旨信念。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
胜利镇中华社区 65 岁的回族居民
马维岐说，腐败分子不顾群众利益
只顾个人利益，祸国殃民，最终损害
的是党和人民的事业。

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贡宝拉
格苏木蒙古族牧民朝鲁说，腐败官
员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破坏了共产党员在人民群众心
目中的形象。中央严惩腐败分子的
决定，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期待，老百
姓坚决拥护和支持。

“作为民营经济的一分子，我们
最渴盼公正、有序的发展环境，最担
心和痛恨的是一些人以权谋私，从
事不正当竞争，破坏我们赖以生存
的法治和市场环境，侵蚀民营经济
的合法权益。”重庆市江西商会常务
会长刘汉龙说，中央果断出手，依法
依纪处理贪腐分子，为民营经济发
展创造了更好的法治环境。

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说，我国
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
家。周永康的严重腐败问题提醒我
们，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就一定要把执政者的权力始终置
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割除腐败毒瘤 深得党心民心
——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周永康问题的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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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开除周永康党籍并移送司法的决定公布
后，得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人
们纷纷表示，从中进一步看到了党中央惩治腐败的
鲜明态度，真切感受到了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的坚定决心，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充
满信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这充
分表明，对周永康的查处深得党心、深得民心，既
是对人民期待的积极回应，也是对从严治党的有力
宣示。

腐败是社会毒瘤，清廉是人民期盼。腐败归根
到底是权力的滥用，是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侵蚀，是
对我们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亵渎。人民群众十分
痛恨腐败，真心实意地拥护和支持严惩腐败。我们
党代表人民利益、接受人民监督，对腐败现象决不姑
息、对违法违纪现象必查必究。“锄一害而众苗成，刑
一恶而万民悦”，对周永康的查处再次证明，腐败没
有特区，反腐没有禁区；只要腐败存在，反腐就要亮
剑。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是以
这样的理念和决心，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以
前所未有的反腐力度，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形成
了对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希
望、坚定了信心、振奋了精神。

反腐败是历史性课题，更是世界性难题，不可
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一个政党是
肌体健康还是难以救药，差别就在于对反腐败是否
一以贯之。对待反腐败斗争，我们党绝不讳疾忌
医，也绝不封顶设限。对待腐败分子，我们不仅有
零容忍的态度，更有重拳出击的决断；不仅有一查
到底的决心，更有严惩不贷的意志。党内决不允许
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对周永康的查处，再次昭示了
我们党有信心、有勇气、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保持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
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
愿望。”作为一个拥有86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
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我们有能力管好党、治好
党，有能力不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

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腐败问题对我们党
的伤害最大，严惩腐败分子是党心民心所向。只要我们自觉与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反腐倡廉的决
策部署，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
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铲除腐败现
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永葆党的肌体健康，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始终
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