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发代号：1-174 总第6233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2015年2月 日 星期四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94

PEOPLE`S COURT DAILY http://www.rmfyb.com
5

2月 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 法〉 的 解 释》（以 下 简 称 《解
释》），自 2015 年 2 月 4 日起施行。
就《解释》起草背景、意义、原则和
主要内容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有关
负责人接受了记者采访。

出台背景及意义

记者：请谈谈《解释》的起草背
景和意义。

负责人：2012 年 8 月 31 日，第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
简称民诉法修改决定），于 2013 年 1
月1日正式实施。民诉法修改决定是
自 1992 年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对
民事诉讼法作出的第一次全面修改，
共有60条，修改条文近100处，新增
加了诚实信用原则，新规定了公益诉
讼、第三人撤销之诉、举证期限、行
为保全、小额诉讼、调解协议司法确
认、实现担保物权等多项重大诉讼制
度，对民事诉讼原则、管辖制度、调
解制度、证据制度、立案制度、简易
程序、特别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执
行程序和涉外程序等均有重大修改完
善。这次修改，有力地支持了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极大地方便
了对民事主体民事权利的保护，是我
国民主法治建设的重大立法成果，在
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维护司法公
正，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修改后民
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工作，民诉法修
改决定通过后，第一时间成立了贯
彻实施修改后民事诉讼法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最高
人民法院研究室。最高人民法院相关
庭、局、室、办共计 17 个部门参
加，正式启动了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司
法解释的起草工作。自2013年1月至
2014 年年底，领导小组认真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
个目标，历时两年，先后经过全面论
证、专题论证，听取专家学者意见和
建议，送请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国务院法制办、高检院、司法部
等国家机关的意见，下发全国各高级
人民法院征求意见，先后召开专题论
证会、座谈会共计150余次。在深入
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充分论证
的基础上，完成了起草工作。2014
年 12 月，我院审判委员会经过五次
认真细致讨论，通过了《解释》。

《解释》 共分 23 章，共 552 条。
《解释》对人民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
的相关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明确具体
的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有史以来条

文最多、篇幅最长的司法解释，是内
容最为丰富、十分重要的司法解释，
是最高人民法院有史以来参加起草部
门最多、参加起草人员最多的司法解
释，是人民法院审判和执行工作中适
用最为广泛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
法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
神的重大举措。《解释》 的制定实
施，对确保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的正
确、统一、严格、有效实施，更加有
效地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更加积
极地维护司法公正、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更加有力地
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树立司法公
信，提高司法权威，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起草遵循的原则

记者：请谈谈《解释》的起草原
则。

负责人：在起草过程中，我们着
重坚持了以下几项原则：

第一，坚持依法原则。确保《解
释》 符合民事诉讼法修改的立法精
神，严格按照新民事诉讼法的条文规
定，在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权限范围内作出解释。

第二，坚持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
合的原则。经过广泛征求意见，领导
小组妥善处理了统一制定和单独制定
的关系：一是确立了新民事诉讼司法
解释的起草应当坚持“搞批发，不搞
零售”的工作思路，即对 1992 年发
布实施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
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92年民诉意
见）进行全面修订，对此前有关民事
诉讼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
部分梳理、整合，对经过实践检验证明
存在问题的部分条文在本解释中作了
进一步修改完善，以制定统一的司法
解释，便于法官、律师和当事人查阅、
理解与适用；二是将民事诉讼法主要
内容以及涉及当事人重大权利义务的
内容写入统一的司法解释之中，其余
内容可以通过制定单个司法解释予以
明确；三是先搞统一的司法解释，后
搞单个的司法解释。统一司法解释制
定后，对需要更加细化的环节，如立
案、执行、审监等方面的问题，可以
再单独制定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第三，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
的原则。一是突出对 2012 年民事诉
讼法新增加和修改的重要制度的落
实，明确适用标准，细化具体程序；
二是突出对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对
于一些内部操作规范和诉讼文书样式
的内容，原则上不规定在解释中，另
行通过诉讼文书样式的修改和制定规
范性文件解决；三是突出法律适用标
准的统一，只针对民事审判执行中争
议大，适用标准不一的内容进行解

释，严格控制解释的条文数量，避免大
而全，对于无害条款不作规定。

第四，坚持注重听取意见、汇集多
方智慧的原则。起草过程中，领导小组
高度重视听取地方法院，尤其是中、基
层法院一线办案法官的意见，通过下发
征求书面意见、邀请地方法院代表参加
座谈会的方式，认真汲取全国法院的审
判经验和司法智慧。同时，领导小组高
度重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曾多次
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送请征求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高检
院、司法部等国家机关的意见，还邀请
语言文字专家对解释内容乃至文字标点
进行研究推敲。对各方提出的意见，我
们根据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并结合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研
究、充分吸收，反复修改。因此，也可
以说，《解释》凝聚了全社会的法治智
慧。

进一步强化程序意识，
确保民事诉讼程序公正

记者：请谈谈《解释》在确保民事
诉讼程序公正方面作了哪些新的规定？

负责人：任何一项实体法律制度都
必须通过程序法律的具体配合，才能得
到有效实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
定》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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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正的诉讼程序是实现实体公正的保
障，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程序公正
与实体公正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当事
人在民事审判活动中，不仅期望案件得
到公正的判决，也期望享受公正、便捷
的审判过程。诉讼程序是否公正，不仅
对诉讼的裁判结果会产生很大影响，也
最容易引起当事人对审判工作的争议、
质疑，甚至形成社会炒作。只有做到实
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有机统一，法院裁
判才能得到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信赖、
认同和尊重，才能保障案件审理的法律
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才能树立司法权
威，提升司法公信。这次民事诉讼法修
改，强调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兼顾公
正与效率，重视程序的公开透明，落实
两便原则等，使民事诉讼制度更加科学
和更具有操作性。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决定》关于健全办案过程
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的要求，贯彻
程序公正的理念，坚持当事人诉讼权利
的平等保护和诉讼义务的平衡负担，

《解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进一
步完善：

1.对专属管辖、地域管辖、管辖转
移等作出细化规定，以减少管辖争议和
异议。对哪些不动产纠纷应当适用专属
管辖的问题，争议较大。《解释》增加
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
定的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
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
纷。 ⇨⇨下转第二版

正确适用修改后民事诉讼法
不断完善“公正、高效、权威”的民事诉讼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就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张伟刚

本报北京2月4日讯 （记者 罗
书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第四届
特邀咨询员聘任大会，并就《最高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和人民法院工作听取包
括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
等在内的特邀咨询员的意见和建议。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会上强调，要大
力加强智库建设，强化特邀咨询员工
作，以科学咨询和科学决策引领人民法
院工作科学发展，希望特邀咨询员充分
发挥作用，紧紧围绕确保公正司法、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积极建言献策，促进提
升人民法院司法水平。

聘任大会上，周强为新一届的特邀
咨询员颁发了聘书。随后，工作人员宣
读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征求意
见稿）》。特邀咨询员贾宇、马怀德、
陈云英、于宁、刘斌、张恒山、谢朝
华、胡建淼、刘春田、黄进、郭军、莫
宏亮、甘培忠、付子堂、李浩、张平、
蔡继明、姚辉、左海聪、刘敬东、孙南
申、林维、冉崇伟、汪建成、李瑞丰、
胡苇、肖建国分别发言，他们就修改和
完善报告以及如何改进人民法院工作提
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周强边听边记，并
不时插话，和特邀咨询员们进行了诚恳
而热烈的交流。

周强在讲话中首先代表最高人民法
院对特邀咨询员长期以来对人民法院工
作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指
出，特邀咨询员制度是最高人民法院智
库建设的一种重要形式，是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人民法院正确履行宪法法律职
责、不断加强和改进工作、切实维护司
法公正的重要保障。聘任第四届特邀咨
询员，是最高人民法院开年的一件大

事，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的“智库”又
增加了新的力量，特邀咨询员们提出的
意见建议水平很高，非常有价值，对于
修改、完善报告，进一步做好人民法院
各项工作很有启发和帮助，最高人民法
院将认真梳理并吸纳相关意见和建议，
切实做好相关工作。

周强向特邀咨询员们简要介绍了最
高人民法院在新的一年里的工作思路和
打算。他指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法治建
设，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作出全面部署，党中央建立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每年听取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工
作汇报制度，为人民法院工作带来了重
大机遇，对于进一步加强党对人民法院
工作的领导和全面推进人民司法事业发
展，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同时，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些重大案
件、新类型案件的审判，将直接为社会提
供导向、为市场建立规则、为法治树立
标杆，这对人民法院工作提出了新的挑
战要求，人民法院将从更高层次上把握
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市场经济规律、司
法工作规律，不断提升司法能力水平。

周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明确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
式，并要求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弘扬社
会主义法治精神，这为人民法院坚持依
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提供了坚强保
障。随着一批重大冤假错案的纠正和信
息化、司法公开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
和社会各界对人民法院公正司法、严格
司法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各级机
关、舆论媒体和社会公众尊重法律、尊
重裁判的意识正在逐渐增强，人民法院
将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守法
治原则不动摇，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周强强调，当前，司法改革进入了攻

坚阶段，最高人民法院将在党中央的领
导下，把握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以自我
革新的胸襟，敢于担当、勇于进取，扎扎
实实推进各项改革任务的贯彻落实，卓
有成效地破解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
能力的深层次问题。各级人民法院也将
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勇
于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挑战为机遇，充
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周强希望各位特邀咨询员一如既往
关心、支持人民法院工作，充分发挥作为
人民法院工作咨询员、监督员、宣传员、
联络员的作用，立足中国国情和司法工
作实际，紧紧围绕确保公正司法、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积极开展具有
前瞻性、针对性的研究，提出专业化、建
设性、切实管用的建议，促进提升人民法
院司法水平，并积极向群众介绍和宣传
人民法院工作，不断传递法治正能量。最
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加强特邀咨询员工
作，完善工作机制、畅通联络渠道、创新
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规范化水平，以不断
提升接受特邀咨询员监督的成效。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江必
新分别主持今天上午和下午的会议，最
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景汉朝宣读了《关于
聘任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届特邀咨询员的
决定》，最高人民法院部分在京院领导
黄尔梅、张建南、贺荣、陶凯元、刘学
文出席会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负
责人参加会议。

图为周强回应特邀咨询员就《最高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所
提出的问题和建议。 孙若丰 摄

周强在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届特邀咨询员聘任大会上强调

加强智库建设 提升司法水平
江必新李少平主持 景汉朝宣读聘任决定

本报北京 2 月 4 日讯 （记者
张伟刚）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
闻发布会，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
下简称 《解释》，全文见三版至八
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
委员杜万华、最高人民法院贯彻实施
修改后民事诉讼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孙佑海出席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主
持。《解释》自今天起施行。

发布会上，杜万华介绍了 《解
释》的制定背景、过程、遵循原则及
主要内容。杜万华说，为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的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解释》根据修改后
民事诉讼法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审判
工作实际，在 1992 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其他有关司
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坚持问
题导向，突出重点原则，主要针对修改
后民事诉讼法新增加和修改的重点内
容和民事审判、执行中的突出问题作
出了解释，在对修改后民事诉讼法进
行整体解释的同时，对此前有关民事
诉讼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
梳理、整合，对存在问题的部分条文
在《解释》中作了修改完善。

杜万华介绍，《解释》 共 23 章，
552 条，6 万余字。为确保民事诉讼
程序公正、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促
进司法公开、规范证据的审查与运
用、提高民事审判工作效率、贯彻诚
实信用原则、完善法庭秩序，主要就
以下法律适用问题作了新的具体规
定：一是对管辖问题作了详细规定，

以减少管辖争议和管辖异议，促进各
地人民法院依法及时、高效、便捷地
行使管辖权；二是对诉讼代理人资
格、参加诉讼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以规范诉讼代理行为，便于当事人委
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有利于提高
诉讼效率；三是对举证证明责任分配
原则、调查取证、逾期举证、质证、
认证、证据的证明标准、证明力等问
题作出了详细规定，并专门规定了当
事人陈述、证人作证的，应当签署据
实陈述、如实作证的保证书；四是对
电子送达、留置送达等人民法院送达
工作中的突出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以规范人民法院送达行为，提高诉讼
效率；五是对保全担保问题作出了统
一规定，以指导各地法院规范保全担
保的适用条件以及担保的形式和数
额；六是完善了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
制措施的相关规定，依法加大对虚假
诉讼，规避执行以及侮辱、诽谤、威
胁、殴打审判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
序等行为的制裁力度，以贯彻诚实信
用原则，维护司法权威，为当事人创
造安全、和谐的诉讼环境；七是根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实行立案登
记制度的要求，对符合民事诉讼法规
定条件的起诉，规定应登记立案，对
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
应当接收起诉材料，并在七日内决定
是否立案，以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
权利；八是对按照小额诉讼案件审理
的案件适用范围、审理期限、审理程
序等作出了详细规定，在依法保障当
事人诉讼权利基础上，促进审判效率
和质量的提高；九是对公益诉讼、第
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以及
执行异议之诉等制度作出了细化规

定，在充分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救
济权利的基础上，依法维护人民法院生
效裁判文书的既判力与稳定性；十是对
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实现担保物权等特
别程序作出了全面规定，为当事人解决
纠纷、实现民事权益提供更多的可供选
择的途径；十一是进一步规范完善申请
再审审查、再审审理程序，并专门对人
民检察院再审抗诉、再审检察建议的受
理条件与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以贯彻
落实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监督的
相关规定；十二是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
对执行行为异议、执行异议的审查处理
程序，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的查封、扣
押、冻结以及拍卖、变卖等执行措施，
并专门规定了人民法院可以对符合企业
破产法规定条件的企业法人被执行人移
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按照破产程序进
行处理，以有效破解“执行难”、“执行
乱”等问题。

据了解，《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
有史以来参加起草的部门最多、参加起
草的人员最多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
法院有史以来条文最多、篇幅最长的司
法解释，是内容最为丰富、十分重要的
司法解释，是人民法院审判和执行工作
中适用最为广泛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
民法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
神，保证修改后民事诉讼法顺利实施的
重大举措。《解释》的制定和实施，对
于确保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的正确、统
一、严格、有效实施，更加有效地保障
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更加积极地维护司
法公正、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更加有力地为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确保程序公正 促进司法公开 提高审判效率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全文552条6万余字 是最高法院迄今条文最长内容最丰富司法解释

本报沈阳2月4日电 （记者 王
伟宁 严怡娜）今天下午，最高人民法
院审委会专职委员、第二巡回法庭庭长
胡云腾在辽宁省沈阳市召开座谈会，听
取人大代表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建议。辽
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缪蒂生主持座谈
会。

胡云腾通报了最高人民法院 2014
年工作情况。与会代表对此给予了充分
肯定。一致认为，过去一年最高人民法院
各项工作都取得新进展，对第二巡回法
庭在沈阳的设立表示祝贺，这一举措充
分体现了党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对辽宁
的高度重视，必将为加快推进东北新一

轮发展振兴提供更加坚强的法治保障。
许文有代表认为，希望进一步加大

司法公开力度，将审判执行各个环节全
方位向人民展现；第二巡回法庭要对当
地司法工作给予大力指导，加强与政法
部门交流合作，共同创造平安稳定和谐
的社会治安环境。包紫臣代表认为，最
高人民法院 2014 年工作亮点纷呈，尤
其是诉访分离、人民陪审员“倍增计
划”、审判管理和监督指导等工作取得
明显成效；要大力加强司法宣传，积极
弘扬司法正能量。

张玉坤代表建议，第二巡回法庭在
党政机关开展“法律讲堂”，提高党

员、公务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加
强案例指导，统一裁判尺度，依法平等
保护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
充分利用第二巡回法庭“直通车”作
用，进一步加强基层法院建设。

王守彬代表认为，应继续严厉惩治
食品药品安全、涉毒以及金融诈骗等人
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犯罪，营造安全稳定
的社会环境。杨敏代表认为，要加大妇
女儿童保护力度，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
童犯罪行为，切实保证妇女儿童合法权
益。李东齐代表认为，要加大网络安全
保护力度，严厉打击网络犯罪和网络谣
言，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环境。

胡云腾最后表示，由衷感谢代表们
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理解、支持和监督，
代表们提出的建议具有针对性、建设
性、前瞻性，最高人民法院将对代表们
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加以研究，不断加强
和改进各项工作。

胡云腾与部分在辽全国人大代表座谈

广开言路 倾听民意 接受监督

□台湾复兴航空一客机失事 截至4日22时
死亡25人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积极协
助开展伤员救治做好家属安抚工作

要闻
简报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