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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2月27日讯 （记者
荆 龙 见习记者 乔文心）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27 日
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表
决通过了反恐怖主义法、反家庭暴力
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表
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教
育法的决定、关于修改高等教育法的
决定、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
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
36 号、37 号、38 号、39 号、40 号、
41号主席令予以公布。

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 159 人出席会

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提请审议慈善法草案的议案。委
员长会议建议，委托李建国副委员长

代表常委会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作说明。

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
232 个试点县 （市、区）、天津市蓟县
等 59 个试点县 （市、区） 行政区域分
别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
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
改革中调整适用证券法有关规定的决
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
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试行期届满后
有关问题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召开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的决定。根据决定，十二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于2016年3月5日在北京
召开。

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批准中国和伊朗关于移管被判刑
人的条约的决定、中国和白俄罗斯友好
合作条约的决定。

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民族
委员会、法律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
生委员会、华侨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
护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
结果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
资格的报告。根据会后发表的公告，现
有全国人大代表2934人。

会议经表决，任命李学勇为十二届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会议经表决，免去黄尔梅的最高人
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
员职务，任命张述元为最高人民法院副

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会议还表决了其他任免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

国、王胜俊、陈昌智、严隽琪、王
晨、沈跃跃、吉炳轩、张平、向巴平
措、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张
宝文、陈竺出席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曹建明，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
员，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负责
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等列席会议。

闭幕会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二十讲专题讲座，张德江委
员长主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
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主讲了《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如期实现全面小
康目标》。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闭幕
表决通过反恐怖主义法、反家庭暴力法等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决定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2016年3月5日在北京召开 张德江主持会议

本报讯 （记者 罗书臻） 为认真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推动各级人民法院
党组、党员领导干部和纪检监察干部切实担负
起“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近
日，最高人民法院通报了各地法院近期查处的
七起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的典型案件。

这七起典型案件是：
1.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魏新刚及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张华被责任追究
案。2013年11月以来，该院审判监督庭审判
员王昌福等4名干警先后因涉嫌滥用职权犯罪
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移送起诉。此前，该院
曾发现王昌福存在违纪违法问题，但没有及时
组织核查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2015年2
月，该院党组书记、院长魏新刚因履行主体责
任不力，对上述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记大过处分；该院党组成
员、纪检组长张华因履行监督责任不力，受到
行政警告处分。

2.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赵中兴被责任追究案。2014年以来，该院刑庭
副庭长陈侃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
六个月，并受到开除党籍和行政开除处分；该院
立案庭庭长蔡友灿因涉嫌受贿犯罪被移送司法
机关处理，并受到开除党籍和行政开除处分；该
院执行局局长吴鹏飞因严重违纪受到开除党籍
和行政开除处分。2014 年 11 月，该院党组书
记、院长赵中兴因履行主体责任不力，对上述问
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3.广东省陆丰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吴焕义被责任追究案。2014年1月以来，该院
南塘法庭庭长钟鑫、立案庭副庭长詹荣标因涉
嫌滥用职权犯罪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受到
开除党籍和行政开除处分；该院另有4名中层
领导因涉及该案分别受到党政纪处分。2015
年1月，该院党组书记、院长吴焕义因履行主
体责任不力，对上述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受到党内警告和行政警告处分。

4.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
长樊长春被责任追究案。2012年11月，该院动
用公款45.7万元购买了800张纪念交通卡，后
经樊长春批准，该院先后于2013年6月和2014
年6月分两次向全院干警及人民陪审员进行发
放，樊长春本人从中领取了价值4000元的纪念
交通卡。2015年6月，已调任上海市黄浦区人
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的樊长春因履行主体责
任不力，对上述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个人违纪所得被收缴。

5.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魏甲斌及党组成员、执
行局局长王昳方被责任追究案。2013年以来，该院执行三庭庭长王天增因涉
嫌滥用职权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该院执行二庭书记员胡波因严重违纪问
题受到开除党籍和行政开除处分。2015年6月，该院主管执行局工作的党组成
员、副院长魏甲斌因履行职责范围内的主体责任不力，对上述问题负有重要领
导责任，受到行政警告处分；该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王昳方因履行“一岗
双责”不到位，对上述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受到行政记过处分。

6.吉林省磐石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宋光辉及办公室主任张晓林
被责任追究案。2015年5月以来，该院办公室出纳员马馨因公款私存、私自出
借单位公款、向审计人员提供虚假账目等严重违纪问题，受到行政撤职处分；
该院立案庭收费员来伟因私自出借单位公款等严重违纪问题，受到行政撤职处
分；该院会计张海杰因监管审核不严，对马馨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未及时发现
和制止，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2015年6月，该院主管财务工作的审判委员会
专职委员宋光辉因履行“一岗双责”不到位，对上述问题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受到行政警告处分；该院办公室主任张晓林因履行“一岗双责”不到位，对上
述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受到行政记过处分。

7.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郭红艳，党组成员、纪检
组长蒋仕贵及民二庭原党支部书记、庭长唐军杰被责任追究案。2009 年以
来，该院民二庭违规收取当事人赞助款60万余元，并将其中30万余元转入本
庭小金库，用于发放干警福利费9万余元。2015年5月，该院主管民二庭的党
组成员、副院长郭红艳因履行职责范围内的主体责任不力，对上述问题负有重
要领导责任，受到诫勉谈话和责令检查处理；该院纪检组长蒋仕贵因履行监督
责任不力，受到责令检查处理；该院民二庭党支部书记、庭长唐军杰因履行

“一岗双责”不到位，对上述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行
政记大过处分，并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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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我们庭的受案数已达
1400 件。庭里 5 人，有 4 名员额内法
官，人均收案在 300 件以上。”11 月 5
日，说起今年的案件量，吉林省吉林市
丰满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于萍楠一
脸严肃，坦言今年办案压力太大。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审判
长郭宇也感叹，案件太多，庭里3个审
判长不够用，有人若外出办案，合议或
开庭都周转不过来。

案多人少问题一直是困扰法院工
作的一大难题。据了解，近几年，吉林
全省法院每年受理案件数约为31.5万
件。自今年5月1日立案登记制改革
实施以来，全省法院受案总量同比增
长了两成多。改革前，全省法官人数
为5119人，全省实际首批选任出员额
法官2915名，案件数量的持续增长与
入额法官的减少，造成法院案多人少
的矛盾更加突出。全省入额法官年人
均办案量将超过 120 件，部分基层法
院年人均办案量已超过200件。

入员额必须办案
法官员额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

按司法规律配置司法人力资源，实现
法官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和职业化，
把高素质的人才充实到审判一线，用
改革来提质增效，以应对案件持续增
加的压力。

吉林在改革中积极推行院庭长办
案制度。这次吉林法官员额制改革过
渡期内，共有 372 名三级法院院领导
入额，占全省员额法官总数的一成
多。他们能否真正深入一线审理案
件，将会直接影响法官队伍的稳定和
人案矛盾的缓解。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改革中明
确提出，所有进入员额的院领导必须

带头办案，重点办疑难案、啃“硬骨
头”，办案数量必须达到本院入额法官
人均办案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且必须
独立主持庭审或承办案件，不得将案
件转嫁他人办理。

据记者了解，在吉林高院，5名入
额院领导已组成相对固定的合议庭独
立办案，主要承办发回重审、指令再
审、检察院抗诉、上级督办等疑难、复
杂、重大案件，每人每年必须办案 10
件以上。改革半年期限内他们已办案
26件，完成了规定办案任务的最低数
量。吉林高院院长王常松作为大法官
已开庭审理了2件案件。

在案多人少矛盾最为突出的延吉
市人民法院，5 名入额院领导截至目
前已经承办案件344件，审结226件，
其中，办案数量最多的一名副院长已
结案77件。

吉林高院民一庭庭长张敏在一次
座谈会上说：“司改后感受最深的是省
高院的审判力量空前强大了，主要表
现在院、庭长直接承办案件，优质资源
得到了有效利用，真正实现了资源最
大化向审判配置，使审判和合议庭得
到了优化和加强。”

吉林高院审监一庭员额法官周婧
告诉记者：“庭领导除了完成行政工作
外，也量化有办案任务。吉林高院各
庭的普通法官要承办55件案件，副庭
长办案量要达到普通法官的80%，庭
长办案量要达到普通法官的50%。庭
领导工作压力也是蛮大的。”

吉林在改革中把所有入额法官全
部派到审判一线办案。吉林法院以法
官员额制改革为契机，改变过去那种
把有法官资格的放在其他岗位不办案
的局面，确保员额法官集中在审判一
线，高素质的人才充实到审判一线。
行政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不再设法官
职位。原来在这些岗位上有审判资格
的法官在本次人员分类管理改革中必
须要做出去与留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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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一线解人案矛盾
——吉林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调查（下）

本报记者 张伟刚 郭春雨

要闻简报
□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
建设实施纲要（2015—
2020年）》（全文见二、三
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执行。《纲要》指
出，要支持人民法院依法
受理行政案件，健全行政
机关依法出庭应诉制度，
尊重并执行人民法院生
效裁判。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记
者 邹 伟 陈 菲）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27 日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全
文见四、七、八版）。国家主席习近
平签署第 36 号主席令予以公布。法
律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新华社受权全文播发这部法律。
反恐怖主义法共十章 97 条，对恐怖
活动组织和人员的认定、安全防范、
情报信息、调查、应对处置、国际合
作、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
了规定。

“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反恐怖主
义法律制度建设，中国的反恐怖工作始
终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国家反恐办副
主任、公安部反恐怖局局长安卫星说，在
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制定一部专门
的反恐怖主义法，既是当前打击恐怖主
义的现实需要，也是我国的国际责任。

该法明确，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
怖主义，依法取缔恐怖活动组织，对任
何组织、策划、准备实施、实施恐怖活
动，宣扬恐怖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
动，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
为恐怖活动提供帮助的，依法追究法律

责任。国家不向任何恐怖活动组织和人
员作出妥协，不向任何恐怖活动人员提
供庇护或者给予难民地位。

该法对恐怖主义作出明确定义，即
“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制造
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
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
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
行为。”

该法规定，国家将反恐怖主义纳入
国家安全战略，综合施策，标本兼治，
加强反恐怖主义的能力建设，运用政
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外交、

军事等手段，开展反恐怖主义工作。
该法还规定，反恐怖主义工作应

当依法进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公
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在反恐怖主义
工作中，应当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
由和民族风俗习惯，禁止任何基于地
域、民族、宗教等理由的歧视性做法。

根据该法，国家设立反恐怖主义
工作领导机构，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
反恐怖主义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都
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反恐怖主
义工作的义务，发现恐怖活动嫌疑或
者恐怖活动嫌疑人员的，应当及时向
公安机关或者有关部门报告。

安卫星表示，反恐怖主义法的出
台必将为我国依法打击暴恐活动，维
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以及加强国际反恐合作提供
更加坚实的法律支撑和保证。

反恐怖主义法明年1月1日起施行
反恐纳入国家安全战略 设立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7 日电
（记者 罗 沙 白 阳） 全国人大常
委会 27 日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家庭暴力法》（全文见四版），作
为我国首部反家暴法，该法共六章
38条，将于2016年3月1日起施行。

反家庭暴力法明确指出，家庭暴
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
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
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
侵害行为。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构
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
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
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
定执行。

在家庭暴力的预防方面，反家庭
暴力法强调国家以及有关组织、媒体
及教育机构有责任有义务宣传教育家
庭美德和反家庭暴力；政府及有关组
织有责任有义务进行反家庭暴力的培
训及预防工作；人民调解组织及用人
单位，有义务对家庭纠纷、家庭矛盾

进行调解；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教
育应该采取文明的方式，不得采取家庭
暴力。

为及时制止家暴行为，反家庭暴力
法规定，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
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
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
案，未及时报案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承担
法律责任。

此外，反家庭暴力法首次建立了人
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当事人因遭受家庭
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
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
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应当在72小时
内作出裁定，情况紧急的应当在24小时
内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保护范围可
以包括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人身安
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
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应当协助
执行。

一、免去黄尔梅（女）的最高人民法
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
务。

二、任命张述元为最高人民法院副
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三、免去高贵君的最高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五庭庭长、审

判员职务。
四、免去金克胜的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五、免去王玧（女）、张滨生、于金

陵（女）、王洪光、王宪森、刘香（女）、范
向阳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首部反家暴法明年3月1日起施行
首次建立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 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行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记者
杨维汉）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
次会议 27 日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
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吴青、贾春梅等代表提出议案，建

议尽快启动民法典编纂，科学确定民
法典的体例和内容。对于全国人大代
表们提出的关于启动民法典编纂的议
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表示，民法
典编纂已列入调整后的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法制工作委员会
正在抓紧开展研究起草工作。

民法典编纂已列入调整后的立法规划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7 日电
（记者 余晓洁 王 聪） 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27 日表
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法》，旨在褒奖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
的杰出人士。本法自2016年1月1日
起施行。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规
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为国家
最高荣誉。国家设立“共和国勋
章”，授予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和保卫国家中作出巨大贡献、建立
卓越功勋的杰出人士。国家设立“友
谊勋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

和平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国家设
立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在经济、社会、
国防、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卫
生、体育等各领域各行业作出重大贡
献、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人士。

如何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法明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决定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向国家勋章和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授予国家勋章、国
家荣誉称号奖章，签发证书。

考虑到对外交往的需要，国家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进行国事活动，可以直接授予外
国政要、国际友人等人士“友谊勋章”。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获通过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记
者 胡 浩）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八次会议27日以157票赞成2票弃
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
育法的决定。将于2016年1月1日起施
行的修改决定明确：国家提倡一对夫妻
生育两个子女。

在明确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
子女的同时，修改决定规定，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
再生育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
委员会规定。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关于再生育
子女的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有利于当事
人的原则适用。

决定还明确，符合法律、法规生
育子女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

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这意味
着，无论是生育第一个孩子，还是
第二个孩子，均可以获得延长生育
假。

此前，在提交审议的人口计生法
修正案草案中规定“符合本法第十八
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获得延
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
遇。”在审议过程中，有常委会委员
提出，这一规定不够清楚，容易理解
为只有生育两个子女的才可以获得延
长生育假的奖励。因此，修改决定作
出了进一步的明确。

决定规定，育龄夫妻自主选择计
划生育避孕节育措施，预防和减少非
意愿妊娠。同时，将第三十六条第三
项中规定的法律责任中删去“实施假
节育手术”行为。

人口计生法明确一孩二孩都可延长生育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