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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让民事诉讼文书“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温新征

民事诉讼文书样式修订应围绕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目
标，深入研究新时期下审判执行规律、诉讼文书特点，探寻民事诉讼文书
与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联系，以确保民事诉讼文书样式修订工作
既符合客观规律又能切实解决问题、为诉讼活动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微言大义

观点

扶贫考核关键在“民生”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省级党委和政府
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
实际认真贯彻执行。考核工作从
2016 年到 2020 年，每年开展一
次。值得指出的是，考核指标的数
据来源除了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全
国农村贫困监测等“官方”数据
外，还将适当引入第三方评估。

当前，许多贫困地区所拥有的
优先权往往比其他地区多，但相应
的发展却比别人慢。要解决这样的
现象需要的不仅仅是政府一再的支
持，而是当地生产、生活、教育和

发展模式的改变，是党员干部能够
真正倾听民声、了解民意。我国现
有的建档立卡等帮扶制度，仅仅能
够从政府角度去关注他们，而要真
正地让贫困地区脱贫，就必须让贫
困地区在收集群众切实需要的基础
上更多地接收外来的先进思想，依
靠更多方面的投资、学习，将贫困
地区从教育到生产乃至发展等各个
领域引领向现代化的方向，将贫困
地区的帮扶从“大水漫灌”的方式
上转到“特色滴灌”上来，而这种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需要从
倾听民意。

如今，党和政府制定了扶贫
考核办法，一方面是为了切实有
效地对党员干部的扶贫考核有更
全面的认知，但更重要的，是要
以此督促党员干部将扶贫落到实
处，真正将贫困地区的群众从贫
困中解脱出来。而这种第三方考
核，之所以要将关键点放在“民
生”上，是为了更好地让党员干
部做到扶贫思路从群众中来，扶
贫成果到群众中去。

——杜学峰

2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后民
事诉讼法贯彻实施领导小组召开全体会
议，专题研究民事诉讼文书样式修订工
作。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领导小
组组长沈德咏在会上指出，民事诉讼文
书样式修订工作是最高人民法院贯彻实
施民事诉讼法的重要任务，是推进民事
诉讼工作规范化、科学化的重要举措。

现行的民事诉讼文书样式在推动
民事审判执行工作开展、方便当事人
参与诉讼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随着群众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司法体
制改革深入推进和民事诉讼法的修订
实施，现行的民事诉讼文书样式无论
是文书制作理念还是文书制作要求、
标准等，都难以完全适应形势发展需
要，亟待更新与修订。

做好民事诉讼文书样式修订工作
应当明确具体的目标与方向。其实，
做好任何工作都离不开明确的目标
指引，以检验工作是否切合实际、
能否实现愿景。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修订的目标应当定位在推进审判体
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上。加快推进
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是实现
人民法院工作科学发展的必然要
求，也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民事诉
讼文书是推动民事审判执行的重要
工具、记录民事审判执行活动的重
要载体、当事人参与民事审判执行
的重要凭证和人民法院司法公开的
重要途径这几个角度考察，民事诉
讼文书样式既是审判体系和审判能
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审判
体系和审判能力建设现代化的支持

和保障系统之一，因而，民事诉讼文书
样式修订必须围绕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
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深入研究新时期下
审判执行规律、诉讼文书特点，探寻民
事诉讼文书与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
化的联系，以确保民事诉讼文书样式修
订工作既符合客观规律又能切实解决问
题、为诉讼活动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笔者认为，在明确目标后还要把握好以
下几项具体要求。

一是要牢固树立法官和当事人主体
意识。民事诉讼文书有法院适用的裁判
文书和当事人适用的诉讼文书两大类。
无论哪类文书，适用主体都是法官或者
当事人，利益攸关方也都是法官或者当
事人。这就要求修订工作必须牢固树立
法官和当事人主体意识，尊重法官和当
事人在诉讼文书制作中的主体地位，让
修订后的诉讼文书样式能够从“样式”
的角度对法官和当事人予以规范、指引
并提供服务，防止出现因忽视法官和当
事人主体意识而导致文书样式在保障法
官行使职权和当事人行使诉权方面出现
瑕疵。

二是要把规范、引导释法说理作为
诉讼文书样式的核心。俗话说“有理走
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通俗的话里
隐含了深刻的哲理。这启示我们修订工
作要特别注重发挥诉讼文书的释法说理
功能。司法实践中，有些裁判文书不注

重释法说理，裁判结果难以以理服人，
甚至引发当事人不满情绪和媒体炒作。
在当事人适用的诉讼文书方面，说理透
彻的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文书也
较少见到。究其原因，主要是民事诉
讼文书样式在释法说理方面规范与指
引不足。尽管如此，“无锡冷冻胚胎
案”“惠州许霆案”等案仍然诞生了

“伟大的判决”。这些裁判文书之所以
被公众和媒体誉为“伟大的判决”，根
本原因是说理透彻。这启发我们必须
从文书要素出发，明确释法说理的重
要性，规范释法说理行为，调动法官
释法说理积极性，防止当事人规避释
法说理，为不断创造“伟大的判决”
和以理服人的诉状、答辩状、代理词
等提供合适的土壤。

三是要注重“因级制宜”“因类制
宜”，防止胡子眉毛一把抓。不同审级
的民事执行案件和审判程序有不同的特
点，不同类型的民事执行案件也有不同
的特征。这就要求修订工作要坚持“因
级制宜”“因类制宜”，在坚持各审级和
各类案件共性的基础上强调不同审级和
不同类型案件的个性和特点，让修订后
的文书样式体现这种个性和特点，分
审级、分类别建立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体系，让民事诉讼文书样式更具个
性、实用性、具体性和可操作性。防
止出现不区分审级和案件类型的一刀

切的民事诉讼文书样式，以避免出现
不同审级和类别案件互相援引样式而
导致的文书制作标准缺乏统一性、具
体性和文书规范性不足。

四是要注重成本控制。成本控制
是审判执行活动必须考量的要素。成
本控制的要旨是确保司法成本的节
约，即以最小的人力、物力、时间投
入，取得最大的社会效益和法律效
益。这一方面要求修订工作自身要讲
究成本控制，实现以最少的投入取得
最大效益的文书样式；另一方面也要
确保修订的文书样式在适用过程中能
够最大限度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
效率。因此，修订工作应当注重研究
文书制作与司法成本之间的关系，探
究二者之间的本质联系并利用这种本
质联系建立最能节约司法资源的文书
模型，以实现有效的成本控制。

五是要注重开门修订。“兼听则
明，偏信则暗。”民事诉讼文书样式
修订虽然主要为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
执行服务，但仍然要注重开门修订，
既注重听取专家学者、法官、律师的
意见也注重听取以当事人为代表的社
会公众的意见，努力形成社会各界对
修订意见的最大公约数。从普通民众
是文书适用与阅读的广泛对象而言，
也应当注重公众意见的吸收与采纳，
以确保文书样式既“上得了厅堂”也

“下得了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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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海南益嘉源药业有限公司因出票行为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口分行营业部、出票人为国药控股海南鸿益有限公司，账
号为898900051610105，收款人为海南益嘉源药业有限公司，账号
为 2201020709200034806，票号为 30800053/94611167 的 719712
人民币银行承兑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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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逾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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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庆科宇物流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承兑汇票
载明：付款人郑州飞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苏州长菱测试
技术有限公司、金额为 323400 元、票号为 00100061／20867806
号、出票日期为 2015年 11月 16日、到期日 2016年 5月 16日、付
款银行为中国交通银行郑州陇海路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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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持票人）温岭市泽国三文轴承商行因遗失银行汇票
一张。票号：3130005133321052，出票日期2015年7月24日，票面
金额人民币240000元。出票人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出票行汉口
银行黄石分行营业部，收款人为河北轧机轴承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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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请权利，届时无人申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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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因遗失编号为
31400051/27512029，票面金额为100000元，出票人为江苏华彤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姜堰市泰诚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为
吴江农村商业银行清算中心，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
2015年5月22日，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1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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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临安支行因遗失
编号为 30200053/24221121，票面金额为 117147.90元，出票人为
江苏翠钻照明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苏州贸锦祥电子有限公司，付款
行为中信银行苏州吴江支行，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
2015年8月7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2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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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海 品 实 木 业 有 限 公 司 因 被 盗 编 号
3140005127528788，票面金额100000元，出票人吴江市鑫诚纺织
有限公司，收款人吴江市华丝纺织有限公司，付款行吴江农村商
业银行清算中心，出票日期 2015年 7月 17日，汇票到期日 2016
年1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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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吴江区松陵镇八坼永亮净水剂经营部因遗失编号为
10300052/26180575，票面金额为50000元，出票人为吴江市永杰煤
炭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苏州市晓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
国农业银行吴江梅堰支行，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2016
年1月30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7月30日银行承兑汇票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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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汇票到期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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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江苏省电力公司扬州市江都供电公司因遗失江苏银
行江都龙川支行银行本票一份（出票日期 2015年 12月 25日，汇
票号码 31303272 21290592，票面金额人民币 2962876.16 元，出
票人江苏银行江都龙川支行，收款人江苏省电力公司扬州市江
都供电公司，提示付款期限自出票之日起2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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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倘若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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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省电力公司扬州市江都供电公司因遗失江苏银
行江都龙川支行银行本票一份（出票日期 2015年 12月 25日，汇
票号码31303272 21298075，票面金额人民币11880元，出票人江
苏银行江都龙川支行，收款人江苏省电力公司扬州市江都供电
公司，提示付款期限自出票之日起2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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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倘若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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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省电力公司扬州市江都供电公司因遗失江苏银行江
都龙川支行银行本票一份（出票日期2015年12月25日，汇票号码
31303272 21298074，票面金额人民币66000元，出票人江苏银行江都
龙川支行，收款人江苏省电力公司扬州市江都供电公司，提示付款期
限自出票之日起2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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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倘若无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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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苏州易恒易诚商贸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出票人为常熟市飞燕针织服饰有限公司，收款人、持票人均为
苏州易恒易诚商贸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
票日期为2016年1月26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7月26日，票面
金额为 57081.40元，票据号码为 3140005128794489，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
后3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提出申报，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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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乌海市天行健商贸有限公司因遗失乌海银行乌达支
行签发的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该票据记载：票号为 31300051/42053766，出票金额 15000元，出
票人为内蒙古君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及背书人为内蒙
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5 年 11 月 24
日，到期日 2016年 5月 23日，付款人乌海银行乌达支行。现依法
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票据到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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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乌海市乌达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夏众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为

10400052/26550962银行承兑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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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人为中盐吉
兰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乌海市鑫泰物流有限公司，票
面金额为人民币5万元，出票日期为2015年9月24日，汇票到期
日为 2016年 3月 2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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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夏众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为

10400052/26550971银行承兑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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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人为中盐吉
兰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乌海市鑫泰物流有限公司，票
面金额为人民币5万元，出票日期为2015年9月24日，汇票到期
日为 2016年 3月 2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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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万测试验设备有限公司因其一张商业承兑汇票

于 2015年 12月 20日灭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予以公告。商业承兑汇票号码为0010006224814072，出票日期
为2015年12月8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4月8日，票面金额为
人民币2,448,050元，付款人为上海宝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收款人、背书人均为上海海舍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持票人为深圳
万测试验设备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钢国贸支行。自公告之日起至2016年4月23日止，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海成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一张银行承兑
汇票于2016年2月3日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该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030005123320117，出票
日期为2016年1月27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4月1日，票面金额为
人民币58,742.95元，出票人为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
背书人均为上海瑞马实业有限公司，持票人为杭州海成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付款行、承兑行均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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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自贡力尔机械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该票据票号为
3130005136491728，汇票票面金额为20000元，出票人为枣庄市留庄
煤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枣庄市留煤实业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枣庄银
行，出票日期为2015年7月6日，到期日期为2016年1月6日，最后持票
人为申请人。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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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自贡市大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明池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因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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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票号码
为 30200053/24541616、出票日期为 2015年 7月 14日、汇票到期
日为 2016年 1月 13日、出票金额为人民币 300000元、出票人为
浙江骆氏减震件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江苏骆氏减震件有限
公司、出票行为中信银行台州玉环支行的承兑汇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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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玉环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茅云国因遗失由出票人浙江普耐姆塑业股份有限公
司委托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台州黄岩支行办理的，出票日期为
2016年2月1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8月1日，票面金额人民币
200000 元 ，收 款 人 为 台 州 市 久 多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的
3130005137634896号银行承兑汇票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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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6年 8月 16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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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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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要围绕党和国家工
作大局，主动服务稳增长、调结构、
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创新方式
方法，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做好正面
宣传，回应社会关切，合理引导预
期，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刘奇葆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充分认识新闻舆论工作的极端重要

性，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坚持马克思
主义新闻观，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
持正面宣传为主，遵循新闻传播规
律，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工
作的能力和水平。要把宣传文化单位
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坚定政治方向，强化责任担
当，严明管理要求，提升能力素质，
使领导班子强起来。

⇨⇨上接第一版 要完善司法便民利
民工作机制，为贫困地区、偏远山
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诉讼服
务，对生活特别困难的当事人，通
过司法救助、民政救济等措施，帮
助其解决困难。要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推动贫困地区基层社会治
理，加大基层社会法治宣传教育力
度，为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创造法治
环境。要加强审判理论研究，要在
如何确定涉扶贫刑事案件定罪量刑
标准、如何妥善办理涉扶贫民商事
案件、如何堵塞扶贫资金管理使用
漏洞、如何预防因婚姻家庭等诉讼
返贫等方面下功夫。

在湘西调研期间，景汉朝先后
听取了湘西中院和凤凰县人民法院
的工作汇报，并走访、慰问了凤凰
法院阿拉法庭干警和花垣县十八洞
村村民，参观了两级法院在建审判
大楼和相关司法场所。景汉朝对当
地党委、政府对法院工作的大力支
持表示感谢，对湖南高院、湘西中
院先后出台 《为扶贫开发工作提供
司法保障和服务的意见》 的创新举
措表示肯定。他希望湘西法院能在
现在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制度创新
力度，抓好具体举措落实，及时总
结梳理成功经验，争取在全国法院
范围内作出示范、提供样板。

⇨⇨上接第一版
关于立案登记制，朱志远代表认

为，在法院收案数大幅增长的形势
下，需要根本性地解决“案多人少”
的问题，任重而道远。马兰代表认
为，案件数不断增加，解决“案多人
少”要有一套科学的机制。李碧影代
表指出，要在精细化管理上下功夫，
在案件管理机制上下功夫，进一步提
升法院工作人员的责任心。

孙华璞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
出的意见建议表示由衷感谢，他指出，
代表委员的意见非常全面、非常专业
也非常坦诚，对加强和改进法院工作
十分有益。孙华璞表示，自觉接受人
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和社会各界监
督，是人民法院推动工作发展的重要
动力。最高法院将继续创新、丰富形
式，通过各种渠道让人民群众更多了
解法院工作，推进法治建设的不断进

步。他强调，人民法院的目标是“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下一步要重点在服务大
局、防范风险、补齐短板、推进改革、抓
好队伍等方面下功夫，以满足人民群
众不断增长的司法需求。

又讯 2月19日，孙华璞前往上
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视察调研，充
分肯定了该院在审判质量、文化建设
和调研工作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他指
出，当前，人民法院面临着十分繁重
的审判任务，要始终牢牢坚持党的领
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全
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精神，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对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指示，开拓
创新，奋发有为，努力开创人民法院
工作新局面。

⇨⇨上接第一版
2015 年，各领域改革再提速，中

央深改组确定的101个重点改革任务基
本完成，中央有关部门完成153个改革
任务，各方面共出台改革成果 415 条。
与此同时，国防和军队体制改革也在年
底的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一锤定
音。

大潮涌起、风正帆悬，掌舵者的改
革精神、改革气质清晰彰显。

司法、财税、户籍制度、央企薪
酬、考试招生、农村土地、公立医
院、科技体制、足球……一项项议论
多年、阻力较大、牵涉深层次调整的
改革，在顶层协调与推动下启动，一
个个以前不敢碰、不敢啃的硬骨头被
砸开。

深改实践向全社会传递出清晰明确
的信号：改革没有禁区，改革就是要

“动奶酪”。
从顶层设计出台构建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的意见到启动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制度；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到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从自由贸易试
验区试点扩围到完成筹建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

党中央着眼内外统筹、破立结合，
破除阻碍对外开放的“绊脚石”，不仅
为中国发展开通更加广阔的道路，也为
世界带来更多机遇。

舟至中流，击楫勇进。
两年多蹄疾步稳的扎实推进，不仅

改革举措开始串点成线，“四梁八柱”
变得日渐清晰，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总
结规律、指导实践的改革论述，更使我
们党对改革的认识达到全新高度，引领
改革航船在正确航道上追梦前行。

圆梦路上

“全面深化改革，既要取势，又要
取实”；“确保各项改革取得预期成效、
真正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改革重要的价值取向。

经济体制改革着眼适应新常态，推
动科技创新和机制创新双轮驱动，有利
于创新的体制机制逐渐成型，经济发展
新动力加快孕育成长。

政治体制改革面对新形势新发展，
固基础、破难题、谋长远，坚持中国道
路、构建法治体系，不断推进社会主义
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文化体制改革激活“一池春水”，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文化
强国建设，不断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根
基。

社会体制改革进一步从人民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不
断为百姓送去改善民生、增进福祉的高
含金量改革举措。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在关键之年打出
一套理念先行、目标明确、顶层设计、
系统推进的“1＋6组合拳”，让青山常
在绿水常青。

党的建设制度和纪检体制改革致力
管好“关键少数”，不仅节奏不断加
快，更逐步向源头治理、防患未然的更
深层次挺进。

新加坡《联合早报》评价：“环顾
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当今中国这
样，以一种说到做到、只争朝夕的方式
全面推进改革进程。”

改革，也让普通人拥有更多获得
感，得到更多人生出彩的机会，助力每
一个梦想起航。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深化落实，让
吉林省通榆县第一中学校长马长君感觉
扬眉吐气。

“有了国家专项招生计划，我们县
考入名校的孩子增加了五六倍。”马长
君说，作为国家级贫困县，通榆县过
去考上重点高校的学生可以“掰着指
头数”。

按照教育部的计划，今年中西部
地区高考录取率还将继续提高，重点
大学面向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工作
将实现民族自治县全覆盖，比 2015 年
增加1万人。

在安徽省肥东县合浦村，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正改变着王守森和乡亲们
的生活。

年近 50 的王守森长期在外打工，
如今回乡承包了 4000 多亩土地，成为
当地有名的种粮大户，收入比以前翻
了五六倍。流转给王守森土地的 1000
多户农民，不仅获得更高的租金收

入，还有了空闲时间外出打工，收入
节节攀高。

这项旨在激活农村生产要素潜
力、促进农民增收的改革，推动广大
农村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
化。

在河南省鹤壁市，财政科技经费
投入改革正为创新驱动注入更多动能。

一家因资金问题被逼到悬崖边缘
的科技公司，在关键时刻，成为当地
首批“拨改投”试点企业。雪中送炭
的投资入股资金，使产品及时量产，
成功抢滩国际市场，公司成为全国唯
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光分路器芯片
生产企业，前景可观。

“创新需要环境。”鹤壁市科技局局
长秦志军说，只有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才能更好地为各类卓越人才、优秀的企
业成长培育丰厚土壤。

……
无论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推动，

还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微创新”，改革
实践中，人们发现，改革所向始终对接
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
的路。

决胜全面小康战鼓已经擂响，圆梦
征程上，亿万人齐心奋斗，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下，勇毅笃
行在攻坚克难的改革路上，改革奋进的
中国，必将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为筑梦中国提供不竭动力

找准问题补齐短板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积极服务精准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