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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对司法考试制度进行改革，
其实就是顺应法治建设对法治人
才的新要求、新期待，不断修正
弥补司法考试制度的不足与缺陷。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
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意见》 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提出了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
度的目标任务和重要举措，对于推进
法治工作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
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人
才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指出，要建立健全国家
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将现行
司法考试制度调整为国家统一法律职
业资格考试制度，改革法律职业资格
考试内容，加强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科

学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毋庸置
疑，已经实施十几年的司法考试制度对
推进法律职业队伍素质的提升功不可
没，全国法治工作队伍整体水平的提高
也是有目共睹。在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
时期对司法考试制度进行改革，其实就
是顺应法治建设对法治人才的新要求、
新期待，不断修正弥补司法考试制度的
不足与缺陷，让国家培养法治人才的制
度更加完善，以此更好地推进法治向更
高层次发展。

现行司法考试制度考核的重点是
法律知识的积累程度，只要考试合格
就能从事法律职业，但却忽视了从业
者对法治的信仰与尊崇。从近些年媒

体公开报道的司法不廉、律师无良等
现象，都能看出这些从事法律职业之
人基本都业务娴熟，但却将法律技巧
凌驾于道德之上。这种现象显然违背
法律职业崇法厚德的内在要求，长期
如此就会让法治成为某些人谋利的工
具。

未来法治需要的法治人才必须德才
兼备，笔者认为法律职业资格改革应有
崇法的内涵。

一是要审核报考者的诚信守法意
识。现行的司法考试制度在报名资格
当中也对品行有所要求，如受过刑事
处罚、被开除公职等情形者不得报
考，但是却没有完善的审核机制。应

该将报考者的诚信守法意识纳入考
核。随着国家个人征信系统建设的日
益成熟，报考审核机关完全有条件进行
审核把关。

二是要完善执业后的监督机制。
《意见》指出，要建立法律职业资格暂
停、吊销制度，这种暂停、吊销的标准
应该在扎实的调研基础上继续完善，特
别是要同司法责任制等相关法律规定做
好衔接，避免立法真空现象导致监督机
制失灵。建立科学高效的检举处理机
制，既要做到处理的公平公正也要坚决
抵制诬告陷害、侮辱诽谤行为，让真正
德才兼备的法治人才成为法治建设的中
流砥柱。

法律职业资格改革应有崇法内涵
刘 勋

微言大义

观点

补缴工伤保险更要补上思想漏洞

日前，有媒体报道，江苏省镇江市
一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员入职不久后，在
一次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膝盖骨
折，后被认定为工伤。事故发生三天
后，公司才为该名员工补缴了工伤保
险。因为没有及时办理保险，导致这名
员工无法享受全部工伤保险待遇。

个别企业存在侥幸心理，盲目认为
发生工伤事故是小概率事件，随着保险
费用的增加及用工成本的上升，为降低
经营成本，往往通过各种方式规避社保

缴纳。或者如新闻中报道的，等到发生工
伤事故了，才来“亡羊补牢”。劳动者个人
对缴纳社会保险的重要性，也存在认识不
足。一些劳动者认为缴纳社会保险手续繁
杂，且没什么必要，遂主动放弃缴纳，并要
求企业将保险费用折算成工资发放。同
时，部分务工人员由于自身维权意识不强，
在就业时还存在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
同的情形，发生工伤事故后，劳动者往往需
先行确认劳动关系。一旦劳动关系无法明
确，往往造成工伤认定困难。

补缴工伤保险，对于企业来说，是补了
法律规定的义务，对于受伤的快递员来说，
却是为时已晚。更重要的是，这种“亡羊补
牢”是否也同时把思想上的漏洞补上了补
好了？这恐怕要打上个问号。不论是何原
因，说到底，都是思想出了问题。因此，强
化劳动双方的法律意识，才是治本之策。

——罗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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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新观察
司改进程司改进程

近日，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检察院
因县环保部门不履行职责，依法向法
院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这是全国
人大常委会授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
讼试点工作后，全国首例环境行政公
益诉讼案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探索建立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今年7
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
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
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授权最
高人民检察院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等领域，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为期两
年的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庆云县检察
院针对环保部门在接到检察建议后，
仍未依法正确履行监管职责，致使群
众反映的环境污染问题一直得不到有
效解决的状况，毅然提起环境行政公
益诉讼。这是对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
政公益诉讼的有益探索，对依法遏制
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促进生态环境
的有效保护，无疑具有破冰意义。

首先，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
益诉讼，破解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主
体不确定的障碍，能与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形成环保合力。明确的诉讼主体
是诉讼得以开展的最基本前提。在环
境公益诉讼中，主体不确定一直是困
扰环境公益诉讼正常开展的障碍。尽
管新修订的环保法确定了相关民间组
织可以作为诉讼主体，但这只是解决
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问题，环
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问题，相关法
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致使实践中环境
行政公益诉讼难以提起。

实践证明，遏制日益恶化的生态
环境，既需要民事公益诉讼发力，更
需要行政公益诉讼的及时介入。因
此，明确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
也就成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亟需解决
的最为现实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庆
云县检察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
权，依法提起全国首例环境行政公益
诉讼，扫除了制约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的主体障碍，必将与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形成双壁合力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
效应。

其次，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
益诉讼，弥补了民间组织提起环境公
益诉讼专业性不足的短板，有利于环
境公益诉讼的全面开展。众所周知，
环境公益诉讼专业化程度高、调查取
证难、诉讼参与度高，这些因素是掣肘
民间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最大障
碍，加之诉讼成本高昂，不少民间组织
对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往往心有余而力
不足。相比之下，检察机关作为法律
专门监督机构，具有民间组织在法律、
案件调查和诉讼便利等方面不可比拟
的专业优势，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专
业性、便利性和权威性等特长，有针对
性地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有利于
最大可能地实现胜诉目标，确保环保
法律法规的落地生根。因此，检察机
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不仅弥补
了民间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专业性
欠缺的短板，而且也有助于环保法律
法规的全面执行，无疑意义重大。

第三，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

益诉讼，对监督环保主管部门依法正确
履职具有倒逼作用，有利于从源头上提
升环保工作水平。诚然，生态环境恶化
并非只是环保部门之过，但环保部门的

“懒政”不作为也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重
要因素之一。在生态环境治理形势严
峻、亟需环保部门强化履职的背景下，
赋予检察机关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主体资
格，并通过提起公益诉讼，依法追究环
保部门的法律责任，开启了以国家名义
追究环保部门法律责任的先河，必将形
成强有力的倒逼机制，促使环保部门更
加积极履职，从而有效地提升环保工作
水平，助力生态环境的依法保护。这是
首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所彰显的又一
重大破冰意义。

当然，蹒跚起步的环境行政公益诉
讼，其前行的道路注定并不平坦，这就
需要检察机关要积极的作为，让环境行
政公益诉讼常态化开展，从而真正释放
出法治潜能，确保其成为护佑生态环境
美丽的法治利器。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彰显破冰意义
张智全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不仅弥补了民间组织提起环境公益
诉讼专业性欠缺的短板，而且也有助于环保法律法规的全面执行，无疑意
义重大。

法治时评 ▷▷

刑满释放又立案，皆因漏罪被发现
马进彪

当情况有了新变化的时候，
就应当及时启动新的程序，这是
对法律正义的践行，而法治社会
的进步，正是来自这种唯法至上
的司法行动。

2011 年 12 月，湖北省石首市国
土局原党委书记、局长王永平因受贿
罪曾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2015年2
月，王永平从湖北省江北监狱减刑后
刑满释放。日前，石首市人民检察院
发现王永平在刑罚执行完毕前还有漏
罪，遂以涉嫌受贿罪再次对王永平立
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就一起复杂的案件而言，有时很
难通过有限的侦查，穷其所有的犯罪
线索。因为立案的目标不可能无限扩
大，这里包含着对社会司法成本的宏

观考量，因而立案过程总会从相对明确
的适当范围切入，并以此作为整个案件
走向的基本判断。但就一个人的犯罪而
言，虽然他并不一定只是涉及到一起案
件，但在还没有掌握确凿证据的前提
下，即使有所怀疑也不能模糊地立案或
并案，因为这样就会形成有悖于法理的

“有罪推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造
成冤假错案的发生。

而另一方面，再复杂的案件也不能
因为其可能存着某种想象中的“不完
整”，而无限地拖延下去，因为任何案

件对于社会来说都存着时效性，而且，
法律中也有着最终的时限规定，这与限
时刑事拘留同出一理，这是出于对整个
社会司法效率的考量和对个人权利的尊
重。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一起案件的终
结并不仅仅是对犯罪者的一个判决，因
为被损伤的社会还需要来自法律的修复
与救济，比如追索赔偿等后续的法律事
项，都要以判决作为根本依据，而如果
一起案件因想象中的“不完整”而迟迟
得不到判决，那其实就是对受害方权利
的一种忽视，而这显然不是法律实质精

神所在。
石首市人民检察院发现王永平在刑

罚执行完毕前还有漏罪，遂以涉嫌受贿
罪再次对王永平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
措施。这本身就是一种司法认识上的进
步，对于司法部门来说，就是要对客观
现实负责，对法律负责，在没有取得新
证据之前，就不能给出丝毫的“有罪推
定”暗示，但当情况有了新变化的时
候，就应当及时启动新的程序，这是对
法律正义的践行，而法治社会的进步，
正是来自这种唯法至上的司法行动。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12月27日（总第6536期）

申请人清华大学因丧失转账支票一张，于 2015年 12月 8日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
丧失时间为 2015年 11月 21日，票据记载：出票日期为 2015年 9
月 11 日，票面号码为 10201130 40090569，票面金额为 1228.40
元，出票人为清华大学，收款人为空白。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清华大学因丧失转账支票一张，于 2015年 12月 8日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
丧失时间为2015年11月2日，票据记载：出票日期为2015年9月
11日，票面号码为10201130 40090568，票面金额为1386.7元，出
票人为清华大学，收款人为空白。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州嘉骏实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转账支票一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该案案号为（2015）穗从法
民 二 催 字 第 14 号 ，现 依 法 予 以 公 告 。涉 案 支 票 号 码 为 ：
1050443027420761；付款人为广州嘉骏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福建省同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 10000元；出票日期
为 2015年 12月 11日、付款日期为 2015年 12月 11日；支付人为
中国建设银行从化江埔支行。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广东]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梁山京杭车桥制造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中国工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故 城 支 行 签 发 的 票 面 号 码
1020005220425786（出票日期：贰零壹伍年零肆月贰拾肆日，票
面金额：叁万元整，汇票到期日：贰零壹伍年零壹拾月壹拾肆
日，出票人河北同业冶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河北同心
风机配件有限公司） 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案号：（2015）故民催字第 1号〕，现依法予以
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北]故城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泽天创业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票号4030005220439276，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万元整，出票人为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郑州煤电物资供销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分行中心支
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限利
害关系人在2016年3月4日之前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济宁科嘉斯润滑油有限公司因所持的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票号为30600051/21156394、票面金额为人民币20000
元、出票人为邯郸市正大制管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邯郸市河清物
流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广发银行安阳分行营业部、出票日期2015
年 7月 10日、汇票到期日 2016年 1月 10日）遗失，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若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河南]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南机床厂附件厂销售处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不慎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
票据记载：票号为 10400052 26105434、出票日期：2015年 8月 7
日 ，出 票 人 ：偃 师 市 豫 桥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出 票 人 账 号 ：
249421807312、出票金额：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元），收款
人 ：偃 师 市 岳 滩 镇 永 久 五 金 制 品 厂 ，账 号 ：
00000320592866673012，开户银行：偃师市岳滩信用社，汇票到
期日：2016年2月7日，付款行全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偃师
支行营业部，付款行行号：104493107491，付款行地址：偃师市华
夏路南电视台东 50米。自公告之日起 7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偃师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东莞市常平金坤精密模具厂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出票人为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湖南益丰
医药有限公司，背书人为湖南益丰医药有限公司、广西方略药业

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千叶药品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
申请人，支付人为中国民生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号码为
30500053 25960154，票面金额为5万元，出票日期为2015年9
月8日，到期日为2016年3月8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11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湖南]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太仓诚成化纤有限公司因遗失一份银行承兑汇票

（票号为 31300051/23945044、面额为人民币 27800元、出票人为
江苏忠辉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连云港聚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12月4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公告期间为60日。在公告期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江苏]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上海嘉强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因 遗 失 编 号
3020005322156746，票面金额 50000元，出票人吴江市上航接插
件有限公司，收款人吴江明扬精密五金工具有限公司，付款行
中信银行苏州分行吴江支行，出票日期 2013 年 10 月 14 日，汇
票到期日 2014 年 4 月 14 日，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的银行承兑
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温岭市迅达电子器件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

失，票号 1040005227711077，票面金额 100000元，出票日期 2015
年 11月 6日，汇票到期日 2016年 5月 5日，出票人常州格力博有
限公司，付款行中国银行常州钟楼支行，收款人为申请人，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至 2016年 6月 5日前，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 上 海 北 锐 工 具 有 限 公 司 因 遗 失 编 号

3060005121746841，票面金额 50000 元，出票人吴江市金都丝
绸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吴江鸿达织造有限公司，付款行广
发银行吴江盛泽支行，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 2015
年 8 月 27 日，汇票到期日 2016 年 2 月 27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沂市建东化工有限公司因持有江南农商行洲分行

营业部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遗失，票号3140005124816004，
票面金额200000元，出票人常州市成林物资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5年 11月 23日，收款人秦皇岛朗基森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至2016年6月10日止，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 无 锡 卓 成 阀 门 有 限 公 司 因 所 持 编 号 为

3080005395561947（出票日期为 2015 年 2 月 4 日，票面金额为
10000元，收款人为无锡市信恒峰贸易有限公司，出票人为无锡
永强轧辊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招商银行无锡新区支行）的银行承
兑汇票一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
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5年 11月 30日受理了嘉兴市新光照明电器有限

公司因其遗失的编号为30800053/95253456，票面金额为100000
元，出票人为吴江市欣悦纺织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嘉兴合悦
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招商银行盛泽支行，出票日期为2015年

9月25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3月25日，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
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
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后15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京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1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为31400051/27450192，票面金额为100000元，
出票日期为 2015年 7月 6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6年 1月 6日，出
票人为江苏巨鸿超细纤维制造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张家港市天
华针织造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持票人为申
请人。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崇义县宝元矿产品加工厂因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 公 司 杭 州 红 山 支 行 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 签 发 的 编 码 为
1030005123404601号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50000元，出票
人杭州速博雷尔传动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杭州昌达电机厂，转
让人泰州市泰业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
十九条之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富阳杭加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因持浙江萧山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街支行（原浙江萧山农村合作银行新
街支行）于 2011年 12月 2日签发的编码为 4020005121511869号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100000元，出票人杭州红垦化纤织造
有限公司，收款人杭州萧山红山涤纶有限公司，背书人杭州聚鑫
纺织有限公司）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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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对此，吉林高院根据法院领导越

往上行政事务越多、越往下办案任务
越重的实际情况，从严掌握领导干部
入额要求，把省、市、县（区）三级法院
院领导入额比例分别限定为 30%、
40%和 50%，提倡年龄偏大或不具体
分管审判业务的院领导发扬风格、做
出表率，自愿申请暂不入额。未入额
的院领导，除不能直接承办案件外，改
革过渡期内，继续履行院领导职务和
审判委员会委员职责。最终，全省法
院共计372名院领导入额，占810名院
级领导职数的 45.9%，所有法院领导
入额比例均控制在限定比例之内。

吉林高院副院长、司改办主任李
树涛这次选择了不入额，他告诉记者：

“申请不入额的不只我一个，省高院只
有5名院级领导入额，占16位院级领
导职数的31%。各级法院都有不少院
领导主动申请不入额。”长春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张德友在提到院领导入额
时也表示，该院只有 3 名院领导入
额。这样的表率作用，较好地推动了
各级法院的法官员额制改革。

吉林法院院领导的表率作用带动
了中层干部和部分资深老法官，他们纷
纷表态从大局出发选择不入额，把有限
的员额指标让给高素质的年轻法官。

“省高院没有申请报名的90多人
中，不少是具有审判经验的老领导、老
法官，他们不申请入额给年轻法官留
下了更多的入额空间。”吉林高院青年
法官宋姜美说。

一些资深法官虽选择不入额，但他
们的审判经验要传承。为了充分发挥
未入额资深法官的审判经验优势，吉林
高院成立了资深法官咨询委员会，对年
满55周岁以上、审判实践经验丰富的未
入额法官，经院审委会评审、党组会研
究，任命为该咨询委员会委员，分配到
各个合议庭中，专职承担案件指导、审
判调研、廉政监督等职责。

法院院领导和资深法官顾全大局
的选择，促进了全省法官员额制改革
平稳推进，保证了队伍和工作稳定。

带队伍精心规划
“我们庭 16 人，共有 9 名法官入

额。”11月4日，长春中院民四庭庭长李
立娟说起入额法官人数时还算满意。

作为全省受理案件最多的中级法
院，长春中院此轮改革仅有 106 名入
额指标，这将对 131 名不能入额法官
的职业前景产生重大影响。如何才能
在实现职业化、精英化的员额制改革
目标中，保持法官队伍尤其是一老一
少两个法官群体的稳定？

该院院长张德友认为，法官队伍
稳定是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关键，也是
对中院党组把握大局、掌控队伍能力
的最大考验。无视员额制恐慌、责任
制焦虑、高薪酬期待等问题，虽可采取
强力手段推进，但势必影响党组权威、

队伍团结和改革顺利推进。
长春中院研究室主任苏洪涛介绍，

改革启动之前，中院党组连续召开老中
青干部座谈会，逐个与可能涉及工作变
动的法官交心谈话。对放弃入额或可能
不能入额的同志根据个人情况逐一研究
设计职业规划，对老法官的职业待遇适
当给予倾斜，对工作不久、经验不足的年
轻法官做转任转岗解决，对少数需要坚
守司法辅助或司法行政岗位的年轻优秀
法官作为部门领导重点培养。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党组在改革
中也认真为每一位同志做好职业规划，
针对不同年龄、岗位的人员逐一考虑，在
确保改革增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满足
个体的愿望和要求。

7月初，长春中院106名入额法官正
式走上新的审判岗位，基本做到了个人
愿望与工作需要相吻合，确保了人心不
散、队伍不乱、质效不减。

严标准全体认同
从4月开始到10月结束，吉林法院

法官员额选任工作圆满完成。吉林法院
一步到位，公平公正地选任出2915名高
素质法官，有效防止了能办案的进不了
员额、进入员额的办不了案的现象出现。

王常松介绍说，吉林法院选任法官不
搞论资排辈，不分行政级别，对所有法官
采取“考试+考核”方式公平公正选任。选
任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重点考查法
官实际办案能力和司法实践经验，面试重
点考查法官的综合素质和处理问题的能
力，选任考核则重点考查法官德能勤绩廉
的情况。对经过考试考核确定的人选，按
照1∶1.1的差额比例，统一提交省法官遴
选委员会逐一投票选出，并进行公示，最
后由各法院党组研究决定。公平公正的
选任方式确保选出的员额法官代表了目
前全省法官的最高水平。

吉林高院刑一庭庭长刘洪宇笔试后
坦言，这次考试实务性强，量大面广，是
一次对法官素质的综合测试。

吉林高院研究室副主任刘岩告诉记
者，这次“考试＋考核”的方式基本实现了
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初步设想。所有法官在
同一平台上竞技，起到了优胜劣汰的作用。

吉林中院政治部主任孙丽萍也表
示，这次法官入额考试让大家公认的有
经验、有能力的高素质法官进入员额，基
本达到了遴选目的。

资料显示，吉林首轮选任的入额法
官平均年龄43.5岁。吉林高院的入额法
官平均年龄为42岁，比原有法官平均年龄
降低了4岁。30岁至49岁年龄段成为了
吉林法院入额法官的主力军，在中级、基
层法院这一年龄段占比高达六成多，省高
院更是高达八成。从学历和专业上看，中
级、基层法院入额法官本科以上学历达到
了96%以上，在省高院入额法官中，硕士、
博士已占近四成，法律专业的更是高达
98.4%。整体上看，通过法官员额制改革
后的吉林法官队伍呈现梯次结构配备合
理、专业性强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