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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短评

微言大义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镇政府登报指责法院底气何来
王 聃

依法治国的理念提出已近20年，直面法院作出的判决，一地之镇政府竟然
采取“登报指责”来表示反对。简单依据新闻事实，或许仍不足以说明判决到底有
无问题。但从法治常识而言，即便诉讼中的当事方不满，亦理当通过上诉至上级
法院的方式，来表达自身诉求。

为办案攻坚创造条件
刘 勋

要减轻办案人员的事务性压
力，要减轻办案人员的程序性压
力，要增强办案攻坚的后勤保障，
要增强办案攻坚的荣誉感。

接近年末，“多办案、快办案、办好
案”已经成为全国法院尤其是基层法
院整体工作的主旋律。受今年经济发
展以及立案登记制度正式实施等多重
因素的影响，全国法院尤其是经济发
达地区基层法院的民商事案件收案数
大幅增长，收案数增长30%以上的基
层法院比比皆是，给执法办案带来巨
大压力。笔者认为，办案攻坚必须扎实
做到“两减两增”，让办案人员有时间、
有精力办好案。

首先，要减轻办案人员的事务性
压力。法官的核心工作就是作出裁判，
如果大量事务性工作占据了法官的时
间，即便天天加班也难以多办案、办好
案。书记员作为法官的重要助手，主要
任务就是辅助法官开庭、做好记录、邮
寄送达、卷宗装订、信息录入等工作，
然而卷宗装订、信息录入这些纯事务
性工作占据书记员大量时间。因此要
配齐书记员，防止书记员缺位，减轻法
官们的非裁判性工作，让他们集中精
力裁判。要建立高效统一的卷宗装订、
信息录入中心，减轻书记员的压力。积
极开展“无会月、无会周”活动，倡导践
行少开会、开短会，杜绝不必要的会议
耽误办案人员时间。

其次，要减轻办案人员的程序性
压力。结案的法律程序以及行政化程
序，都会影响法官结案的效率，所以在
恪守法律程序的前提下减少程序对效
率的影响，这一点考验法院领导的智
慧和改革决心。发挥好轻微刑事案件
速裁程序的作用，联合公安和检察机
关建立联动机制，充分利用好民事审
判简易程序，不断总结行政案件简易
程序试点经验。压缩审判委员会讨论
具体案件的范围，要求业务庭以高效
快捷的专业法官会议分流疑难复杂案
件，减轻承办法官上审委会的负担。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完善人
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探索
减少或取消部分案件的院庭长审批程
序。

第三，要增强办案攻坚的后勤保
障。办案攻坚的后勤保障首要的是让
办案人员吃好，搞好办案人员的餐饮
服务。法院食堂应根据干警加班人数
情况提供晚餐、夜宵、周末餐服务，没
有食堂的法院应该将餐饮服务外包给
餐饮公司，保证办案人员吃的营养健
康。保障从事文书送达、案件执行等工
作的办案人员优先用车，实行专车专
用，禁止挪用，强化车辆的维修保养以
及驾驶人员的培训，保障车辆的正常
使用。强化工作经费的管理，千方百计
地保障工作经费的充足，杜绝因为经
费问题影响办案攻坚。

第四，要增强办案攻坚的荣誉感。
深入开展办案标兵评比工作，评比对
象应只限于案件较多的民事审判庭和
执行庭，杜绝平均主义。评比依据主要
是法官的当月结案数，并参考庭长根
据案件复杂程度作出的综合评价，拒
绝评比出现“轮流坐庄”的形式主义。
每月评出的办案标兵应该张榜公布，
制作大幅光荣榜在醒目位置公布，光
荣榜上应包括办案能手的姓名照片、
结案数量、结案计划。根据公务员法等
法律法规，对办案标兵给予物质奖励，
强化办案攻坚先进人员的荣誉感。

别让“砍单”砍掉诚信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双十一”“双
十二”等网络购物狂欢盛宴一波接一波，
秒杀、抢单等促销手段也轮番上演。日
前，有媒体报道一消费者趁“双十一”期
间某电商搞促销的机会多买了几台电
视，没想到却被商家以非正常消费行为
为由取消订单，即“砍单”。这让消费者觉
得难以接受。原以为促销手段只涉及电
商之间的竞争，可见其实不然，这其中也
关系到消费者的权益和电商的信誉。

虽然事后涉事商家解释是担心经销
商大量抢购，剥夺其他消费者抢单机会，
后台系统进行了自动拦截，但这样的事
后解释未免显得牵强。因为对抢购时间
和数量的限制更应该放到前台活动页面
供消费者知晓，而不是在后台自行操作，
否则就难以让人心服口服。

电子商务时代，消费者和商家不用
当面交易，有利于提高效率，节约成本，
但同时也为商家任意“砍单”提供了机
会。在遭遇“砍单”后，部分消费者因觉得
维权成本太高，选择忍气吞声，不了了
之。即使少数消费者不愿妥协，最终商家
也以“如约发货”搪塞了事。违法成本如
此之低，导致“砍单”现象屡屡发生。

商家的任意“砍单”，砍掉的不仅是
商家的信誉，还有公众对社会诚信的艰
苦维系。目前，国内电子商务发展迅速，
而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未完善跟进，电商
作为行业主体，应当以身作则，规范商业
行为，完善各类促销活动规则，以良好的
形象和口碑推动电子商务的有序发展，
为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提供参考和蓝
本，而不是打法律的擦边球，钻制度的漏
洞。去年，被誉为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

“亚马逊长虹电视砍单案”以电商败诉告
终。这一事件证明，商家的任意“砍单”最
终会受到法律的追究。同时也提醒消费
者，面对商家的任意“砍单”，应当勇敢拿
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
是简单地妥协退让。

——徐晓琴

因一宗土地拍卖，广东东莞寮步
镇政府与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杠”
上了。12月14日和15日，该镇镇政
府连续两天在当地党报《东莞日报》
上刊登声明，称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拟拍卖寮步镇塘边管理区的一宗土
地使用权及地上 B 栋建筑物“罔顾
事实，罔顾该镇异议，一意孤行强
行拍卖土地”，并声明由此产生不能
过户或不能转让等风险，全部由受
让人承担。12月16日上午，东莞市
第一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表示，已注
意到寮步镇政府的声明，正在处理
此事。

大概没有比这更让人莫名惊诧
的了：依法治国的理念提出已近 20
年，直面法院作出的判决，一地之
镇政府竟然采取“登报指责”来表
示反对。简单依据新闻事实，或许
仍不足以说明判决到底有无问题。
但从法治常识而言，法院一旦依法
作出判决，就意味着判决具有某种
强制执行性，此时即便诉讼中的当
事方不满，亦理当通过上诉至上级
法院的方式，来表达自身诉求。该

镇政府的行为，无疑是与法治精神
格格不入的一种手段。

或许，从来都没有一意孤行的
法院，有的只是少数基层政府在法
治素养方面的极度贫血。从报道内
容视之，引发镇政府和法院纠纷的
事由并不复杂，不过是法院拟拍卖
的一块地皮，涉及该镇政府下辖企
业，镇政府对法院认定的地块性质
提出质疑。由质疑、反对进而衍生
出“登报指责”的非常手段，该镇
政府的所作所为，显然是一次最坏
的“依法行政”范例，它迫人省
思：到底是怎样的发生逻辑与隐秘
心理，才能让镇政府失去耐心“维
权”的自觉？

真相并不是单一的。镇政府敢
于“叫板”法院的缘由，可能既在
于少数基层政府现代行政能力的缺

失——它们依旧习惯表现出浓厚的
山大王意识，一旦遭遇纠纷，就动
辄求助于“登报指责”“拒不服从”
等蛮横手段；更在于少数基层政府
对司法机关属性的模糊认知。它们
仍然认定，司法机关并非行使司法
权的专门机构，而只是地方的“下
辖部门”，是可以打招呼的同类行政
部门。当认知如此固化，一旦遭遇
法院“罔顾该镇异议”，镇政府自然
难免恼羞成怒。

应当承认，如此滞后的行政认
知，并不仅存于新闻里的镇政府理
念，更有现实的背景所在。长期以
来，包括法院和检察院在内的司法机
构，都与地方政府有着密切联系，不
仅财政开支多由地方所供给，甚至具
体院领导的人选，当地管理者的意见
亦占相当分量。尽管司法改革已在进

行，但于部分基层官员的认知中，司法
体系仍呈现或多或少的“地方化”。既
然是“地方化”的，那么就理当可用法
律之外的方式进行对话，这正是镇政府
敢于“登报指责”法院的主要发生逻
辑。

法治之要义，在于一切都自觉依此
而行。回顾发生在东莞的“镇政府登报
指责法院”事件，在展示一地之镇政府
的法治素养贫瘠之外，最需溯源的，理
当是“登报指责”的动力从何而来。早
在 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就明
确提出，将法官任免、人员编制、人事
管理提高到省一级统管，经费保障纳入
省级和国家财政预算。“镇政府登报指
责法院”事件，无疑再次反衬出提速司
法改革之迫切。惟有司法体系不再“地
方化”，法院与其判决，才能衍生出相
当的权威性，镇政府才不复有“登报指
责”的冲动。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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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钟树英申请宣告唐国辉死亡一案，经查：唐国辉，
男，汉族，1969年 12月 9日出生，住广西桂林市七星区六合路 98
号27栋2单元202室，身份证号：450305196912090010。于1992年
5月5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
希望唐国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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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焦焕珍申请宣告黄炳振死亡一案，经查黄炳振，
男，1964年5月8日出生，回族，平顶山市总工会劳动服务公司职
工，籍贯河南省新野县，住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文化宫西杨村
南139号付6号，于2007年12月25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
告，希黄炳振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联
系人沈卫东，电话 0375-2863026）。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裁判。 [河南]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白凤军、赵燕芹申请白旭宣告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白旭，男，汉族，1983 年 11 月 1 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为
410503198311010011，河南省安阳市人，住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彰
德路203号院1号楼2单元403室，于2001年8月27日离家出走至今
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白旭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联系电话：0372-2097325）。公
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河南]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范祥枝申请宣告王如华死亡一案，经查：王如华，
男，1951年 2月 16日出生，汉族，河南省沁阳市柏香镇东乡三街
村人，原系沁阳市粮食局职工，身份证号 410882195102160038，
于1994年4月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王如华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河南]沁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吕天琪申请宣告吕建军死亡一案，经查：吕建军，
身份证号 23010619711102141X，男，1971 年 11 月 10 日出生，汉
族，无职业，住哈尔滨市香坊区果园街 23-1号 3单元 6楼 3门十
四委三组，于1996年走失，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1年。希望吕建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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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宋玉强申请宣告宋绍兴失踪一案，经查：宋绍兴，

男 ，1920 年 8 月 26 日 出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230104192008261110），汉族，哈尔滨市道外区化肥厂退休工人，
住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街 214栋 5单元 6楼 2号，于 2012年 7
月 20日走失未归，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3个月。希望宋绍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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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张俊辉、张佳敏、张骏泓申请宣告被申请人

段万花失踪一案，经查，段万花，女，1988年 9月 5日出生，汉族，
身份证号码 430525198809054945，住址湖南省洞口县山门镇龙
池村门坎组，于 2003年 9月离家出走，至今无音讯，下落不明巳
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段万花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
依法宣告被申请人段万花失踪。 [湖南]洞口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京澳申请宣告林丽虹失踪一案，经查：林丽虹，
女，1977 年 8月 3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30525197708035724，原
住址：洞口县洞口镇和平社区居委会洞绥路 67号。于 2008年 11
月出走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林丽虹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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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将依法裁决。 [湖南]洞口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邓中豪申请宣告张敏失踪一案，经查：张敏，女，汉
族，1983年 10月 10日出生，户籍地河南省柘城县张桥乡小岗村
民组 288号，2009年 1月 20日与湖南省邵阳县人邓晓勇（已故）
登记结婚，生育小孩邓中豪，并居住邵阳县塘渡口镇石虎村 14
组，后于2012年9月以打工为名，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张敏本人或者知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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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判决。联系方式：湖南省邵阳县人民法院 0739-6821203。

[湖南]邵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任朝辉申请宣告任先雄死亡一案，经查：任先雄，男，

1949年8月10日出生，汉族，湘潭县人，湘潭县工程公司职工，住湘
潭市岳塘区长潭路工人村21栋44号。任先雄于1996年7月28日
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任
先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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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秦宝平申请宣告秦宝华失踪一案，经查：秦宝华，
男，1950年 7月 11日生，汉族，住南京市雨花台区青龙山精神病
院宿舍 1号，于 2002的 1月 15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希望秦宝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
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秦宝华失
踪。 [江苏]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付满华申请宣告王晓元失踪一案，经查，王晓元，
男，1957年 10月 19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宜丰县人，身份证号：
36222919571019201X，2013 年 10 月 16 日上午 9 时失踪，至今下
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王晓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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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裁判。 [江西]宜丰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胡冰申请宣告徐金皊失踪一案，经查：徐金皊下落
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徐金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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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宣告徐金皊失踪。 [山东]成武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朱秀梅申请宣告李全志死亡一案，经查，李全志，男，
汉族，1974年3月14日出生，住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太清办事处
李庄，身份证号：412725197403141111，于2015年10月12日随自
涂船号“鲁荣渔71108”号船在海上航行时，因“鲁荣渔71108”号船
与“CLIPPERQUITO”号货轮相撞沉没，李全志随船落水失踪。经
有关机关证明，已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李全志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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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郭金翠申请宣告李化伟死亡一案，经查，李化伟，
男，汉族，1970年10月10日出生，住湖北省钟祥市长寿镇清河村
六组号，身份证号：422431197010101736，于 2015年 10月 9日随

“冀黄渔 02611”号船在海上作业时失踪。经有关机关证明，已无
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李化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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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马小伶申请宣告刘占成死亡一案，经查，刘占成，
男，汉族，1987年2月4日出生，住山东省鄄城县陈王街道办事处

万全庄行政村万全庄村217号，身份证号：372929198702040095，
于2015年11月7日随“辽普渔25256”号船在海上作业时失踪。经
有关机关证明，已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刘占成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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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罗玉杰申请宣告李庆海死亡一案，经查，李庆海，男，
汉族，1973年4月23日出生，住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龙潭
镇张堡村小张家堡子组17号，身份证号：210622197304233316，于
2015年9月5日随“鲁荣渔52087”号船在海上作业时失踪。经有关
机关证明，已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李庆海本人或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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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王丽申请宣告王金宝死亡一案，经查，王金宝，男，
汉族，1972年 8月 24日出生，住山东省长岛县长园路 212号 302
号，身份证号：371323197208241418，于2015年9月13日随“鲁荣
远渔929”号船在海上作业时失踪。经有关机关证明，已无生还可
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希王金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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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马殿贵申请宣告马永俊死亡一案，经查，马永俊，
男，汉族，1973年 11月 7日出生，住辽宁省东港市北井子镇范家
山村土房西村民组 030520，身份证号：210623197311074073，于
2015年10月2日随“津汉渔04883”号船在海上作业时失踪。经有
关机关证明，已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马永俊本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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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徐美英申请宣告程青死亡一案，经查，程青，男，汉
族，1966年 10月 24日出生，住安徽省界首市顾集镇程灿寨行政
村程灿庄111号，身份证号：342129196610246311，于2015年9月
28日随“鲁荣渔 52309”号船在海上作业时失踪。经有关机关证
明，已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希程青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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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黄国新申请宣告黄学华死亡一案，经查，黄学华，
男，汉族，1989年10月30日出生，住安徽省庐江县郭河镇三塘村
徐塘村民组5号，身份证号：34262219891030241X，于2015年9月
20日随“鲁荣渔 59052”号船在海上作业时失踪。经有关机关证

明，已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黄学华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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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林瑞君申请宣告于仁政死亡一案，经查，于仁政，
男，汉族，1977年 4月 30日出生，住山东省莱阳市柏林庄镇鞠家
沟村 154号，身份证号：370682197704304719，于 2015年 10月 31
日随“鲁荣渔 72207”号船在海上作业时失踪。经有关机关证明，
已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希于仁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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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王忠连申请宣告邹刚云死亡一案，经查，邹刚云，
男，苗族，1985年 11月 7日出生，住四川省筠连县团林苗族乡新
中村春花组 6 号，身份证号：511527198511076918，于 2015 年 10
月9日随“冀黄渔02611”号船在海上作业时失踪。经有关机关证
明，已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邹刚云本人或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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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王燕丽申请宣告宋政文死亡一案，经查，宋政文，
男，汉族，1976年3月7日出生，住山东省荣成市人和镇朱口村12
号楼，身份证号：371082197603076313，于2015年10月9日随“冀
黄渔02611”号船在海上作业时失踪。经有关机关证明，已无生还
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宋政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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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陈顺舟申请宣告陈华新死亡一案，经查，陈华新，
男，汉族，1978年 5月 10日出生，住湖北省钟祥市长寿镇清河村
十组 10号，身份证号：420881197805101418，于 2015年 10月 9日
随“冀黄渔 02611”号船在海上作业时失踪。经有关机关证明，已
无生还可能。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陈华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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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张群清申请朱涛死亡一案，于 2014年 11月 6日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5年 12月 9日作出 2014年
朝民特字第40597号判决书，宣告朱涛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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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律师代理申诉信访路径
进一步推动信访法治化进程

⇨⇨上接第一版 全省法院要再接再
厉，不断开拓进取，推动各项工作迈上
新台阶，为山东改革发展稳定发挥更加
积极的作用。

周强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牢坚持
党的领导，切实增强看齐意识，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保
证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人民法院工作中的
贯彻落实。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胜阶段的开局之年，要准确把握人民法
院工作贯彻落实“十三五”规划要求的
切入点和落脚点，按照“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
求，以“五个发展”理念引领、指导法
院工作。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
新常态，认真研究“一带一路”建设、
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等对人民法院工作提
出的新要求，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前瞻
性。要充分发挥司法职能，坚持严格公

正司法，保障创新驱动，防范和化解金
融风险，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提质
增效升级，实现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
善，推动实现“五个发展”，为全面实
施“十三五”规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周强要求，要坚持司法为民，进一
步做好便民利民工作。要始终以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
益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改进
司法服务，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多元司法需求。要让司法更加贴近人
民群众，发挥人民司法工作的重要职
能，深入做好群众工作，把群众团结
凝聚在党的周围，巩固党的群众基
础。要积极稳妥推进司法改革，切实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把精神吃透，

把工作做细。要振奋精神、坚定信
心，树立全局意识，敢啃硬骨头、敢
动自己的奶酪，以人民群众满意度为
标准，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
度，努力破解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
法能力的体制机制障碍。要关注改革
中的思想动态，引导广大干警正确理
解改革、积极支持和参与改革。要切
实关心干警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
科学制订方案，妥善解决问题，充分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为改革凝聚共识
和力量，务求改革取得实效。要进一
步加强信息化建设，充分发挥和利用
信息化的无限潜力，推动人民法院信息
化建设转型升级，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
能力现代化，实现审判质效提升、服务
人民群众能力升级。

周强强调，要始终把班子和队
伍建设放在关键位置抓紧抓好。要
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大力加强
纪律作风建设，把纪律和规矩挺在
前面，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要加强日常管理，抓早抓常、落细
落实，把“三严三实”的要求体现
在平时点滴言行中，多积尺寸之
功，切实防微杜渐。要加强党性锻
炼，提升品德修养，严格贯彻落实
廉政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坚
决不碰红线、守住底线。要坚持从
严教育、从严监督、从严管理，对
违纪违法行为从严惩处，以零容忍
态度坚决惩治司法腐败，保持队伍
风清气正、清正廉洁。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贺荣，山东
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李群，省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江汀，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白泉民参加调研。

（宁 杰）

⇨⇨上接第一版
景汉朝强调，落实律师代理申诉

制度，必须重视建立当事人对代理律
师的信任管理。在听取了扬中市法院
和无锡中院关于建立代理申诉律师库
的情况后，他指出，这种做法是落实
律师代理申诉制度的有益探索，但要
注意把握律师的选取标准和范围，选
取的律师一定要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
代理申诉案件，法院要引导当事人自
愿通过律师代理进行申诉，避免给当
事人造成法院指定律师的印象，影响
代理律师的公信度。

调研期间，景汉朝还实地察看了
溧阳市、无锡市等法院的诉讼服务中
心软硬件设施，逐一了解诉讼服务中
心各个功能区的运行情况。景汉朝肯
定了江苏法院在诉讼服务信息化建设
及落实律师代理申诉制度方面取得的
先人一步的成效，要求加大宣传力
度，积极应对出现的新问题、新情
况，全面总结有益的经验做法，为全
国法院深入推进律师代理申诉制度的
落实提供借鉴。

（贾亚奇）

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
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上接第一版
在立案登记制推进过程中，也出现

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方面，案件数
量的增加以及一些司法人员的离职，让

“案多人少”“供给不足”的矛盾更加突
出，行政案件大幅增加同样给法院带来
巨大挑战；另一方面，虚假诉讼和滥用
诉权的现象逐步显现，在现有法律制裁
基础上，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如何加大对
类似问题的惩治力度。

【刑法修正案（九）】惩治
贪腐、保护妇儿、慎杀少杀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刑法修正案
（九）正式实施。其中，三大亮点引人关
注。其一，更严厉惩治贪腐。刑（九）规
定，对犯贪污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
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
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
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这样修改既适应慎用死刑、减少死刑的
趋势，又能打消一些贪污罪犯通过不当

减刑提前出狱的念头，维护司法公正。
其二，更有力保护妇女儿童。刑

（九） 取消了嫖宿幼女罪，对这类行为
适用刑法关于奸淫幼女的以强奸论、从
重处罚的规定。这将统一对性侵犯幼女
犯罪的司法标准，也可防止对幼女可能
造成的“污名化”。

其三，再取消9个罪名的死刑。刑
（九）规定，继续逐步减少死刑罪名，取消
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
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
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
罪，战时造谣惑众罪等9个罪名的死刑。
所谓“生杀予夺”需要慎之又慎，逐步减
少死刑并控制死刑的适用，是符合国际
趋势的做法，体现了宪法关于“尊重和保
障人权”的精神，也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
会关于逐步减少死刑罪名的改革任务。

【特赦服刑罪犯】40年来第
一次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我国对
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释放后不
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行
特赦。

这次时隔 40 年的特赦，是严格依
照宪法和法律所确定的程序来决定、实
施、推动的，彰显了中国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的新时代背景，不仅具有重要的法
治意义，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这次
特赦的一大主体是那些曾经为中华民族
的解放、新中国成立以及保卫国家主
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作出过贡献的服刑
罪犯，同时还关照到了 75 岁以上的和
犯罪时未满 18 岁的犯罪群体，反映了
中国的法治精神、仁爱精神和人道主义
精神。

【纠错案、查疑案】健全纠
防冤假错案长效机制

多年来备受关注的内蒙古“呼格
案”真凶认定：2015年2月，内蒙古自
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赵志红死刑，并认定其是“呼格
案”真凶，这既是对呼格吉勒图案
为冤错案的进一步佐证，同时也是
一种警示与启示，即推进法治中国
建设，必须始终坚持法治思维，坚
守“法治定力”。

与此同时，司法机关着手复查
存在疑点的聂树斌案。2015年3月，
聂树斌代理律师正式开始阅卷工
作，这是案发 20 年来第一次完整
阅卷。2015 年 4 月，聂树斌案复查
听证会举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官方微博就听证情况进行了图文直
播，让更多公众得以了解聂树斌案
复查听证会上的具体情况。刑事申
诉案件复查工作中采用听证会形
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并不多见，
这是追求程序公正的积极探索。通
过公开、透明的听证充分听取有关
各方意见，本身就具有极为重要的
独立价值，彰显了司法的公正属
性。

（新华社上海12月1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