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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法治时评 ▷▷

树立案例思维 加强案例指导
曹守晔 何 建

裁判者要树立案例思维，强化案例意识，充分认识案例在大数据时代的
价值，加强对中国司法案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司法现代化新形势下的
应用研究和整体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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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新观察司法司法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和案例指
导，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建立法
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
等以案释法制度。”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提出的这些要求，为人民法院
进一步推进案例指导和案例研究工
作，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指明
了方向。

201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
院颁布 《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
定》，确立了指导性案例的筛选标
准、审议程序 （与司法解释完全相
同）及各级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应
当参照的效力。2015年6月2日，最
高人民法院又出台 《〈关于案例指
导工作的规定〉 实施细则》。至今，
最高人民法院已陆续发布了 15 批共
77 个指导性案例。我国案例规则体
系的正式构建和案例指导制度的蓬
勃发展，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

当前我国法院已经形成了多层
次、立体化的案例运行新常态。从
案例呈现的载体看，全国性的主要
有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公报
案例、《人民法院案例选》《中国审
判案例要览》 以及 《人民司法·案
例》《法律适用·案例》《人民法院
报》 案例精选栏目等。最新成立和
开通了中国案例研究院和中国司法
案例网，地方高级人民法院还发布

《参考案例》。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
裁判文书已超过 2180 万篇，访问量
突破 31 亿人次，成为全球最大的裁
判文书网。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给司法现
代化建设带来难得的机遇。公正司
法需要案例信息化。如何抓住互联
网发展和科技创新先机，运用“互
联网+”思维，依靠大数据、云计

算等信息化手段，对海量裁判案例
进行识别、分析和整理、归类，进
而指导审判实践，促进审判体系和
审判能力现代化，是当前智慧法院
建设的题中之意。作为拥有最大案
例源的人民法院，亟需整合各类案
例资源，共享案例数据，挖掘案例
价值，运用案例大数据蕴藏的巨大
潜能，为一线法官提供方便快捷、
得心应手、可资参照适用的案例。

为顺应大数据时代的新形势、
信息化的新要求，应当理清案例与
法律、案例与法官以及案例与情理
道理等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裁判
者，需要树立案例思维，强化案例
意识，充分认识案例在大数据时代
的价值，加强对中国司法案例在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司法现代化新形
势下的应用研究和整体思考。

首 先 ， 以 案 入 法 。 民 法 总 则
（草案三审稿） 第九条规定：处理民
事关系，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
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
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司法
解释、指导性案例本应在此规定但
在此空缺，这应该是一个缺憾，若
不将它们增加到规定中则难以适应
公正司法的实际需要。最高人民法
院指导性案例和以条文形式发布的
司法解释，都是对法律的司法应
用，也是各级人民法院在裁判过程
中应当适用或者参照适用的重要法
律渊源，目的都在于统一法律适用
标准。法官作为各类案件的裁判
者，应当善于参照指导性案例等先
例，以解无法可依之困。法谚云：

“ 相 类 似 之 案 件 ， 应 为 相 同 之 处
理。”通过对案例数据的归集、发掘
及关联分析，有助于规范法官自由
裁量权，统一司法裁判标准，提高
司法公信力，促进公正司法。一线
法官参考、参照和运用指导性案
例，可以提升办案效率，缓解案多
人少矛盾；通过自觉比对案情，养
成严密论证类比的习惯，提升自身
裁判技能的同时，内化为法官的认
知，从而引导法律适用规则进一步
细化，增强法律的确定性，为社会
提供更好的法律预期。

其次，以案释法。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指导性案例，其实质是最高
人民法院以看得见摸得着、生动具
体、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案例形
式，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
题作出的形象解释。一个案例就是
一个生动的故事。案例往往依托于
一篇篇裁判文书，而裁判文书是人
民法院诉讼活动最终结果的反映，
体现法官司法水平的高低。裁判文
书中的事实认定、证据审查与法律
适用以及文书说理等，在大数据的
显微镜下，一清二楚。无疑，当事
人也是案例的受益者。他只要进入
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法官名字或案
件案由，有无裁判先例、同一法院
的前后裁判或上下级法院如何裁判
以及是否存在冲突等，一目了然。
如已有裁判先例，法官可因势利
导，以案释法，通过案例释法明
理，真正化解纠纷，实现案结事
了。利用大数据手段，开放、普及
与梳理不同类型的案例，还可有效

回应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节约司
法资源，最大限度减少法律适用不统
一现象。

再次，以案普法。通过全部审判
活动教育群众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
责。各级法院通过发布各类典型案
例，宣传和普及法律知识，教育公民
忠于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遵守宪法
和法律，增强全民尊法、学法、知
法、懂法、守法的法治意识；回应社
会热点，积极引导案件舆情走向，形
成全社会尊重司法、信仰法律、崇尚
法治的氛围。在国际法领域，通过案
例传播中国法治故事，丰富国际法律
渊源，促进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展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
性，为全球公平治理贡献中国司法智
慧和司法经验。

最后，以案育人。我们应充分利
用海量案例蕴含的数据价值和能量，
积极开展案例教学、培训和研究。法
律研习者、工作者通过生效裁判案
例，了解法官的思维过程，有助于推
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良性健康发展。
通过案例教育，提高法律人才的专业
能力和素质，传播正能量，引导他们
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仰者、践
行者。也正是通过个案的裁判，司法
发挥着规范、指导、评价和引领社会
价值的重要功能及作用，不断弘扬法
治精神，旗帜鲜明地告诉社会提倡什
么、否定什么、保护什么、制裁什
么，真正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行为受到鼓励和支持，使违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谴责和制
裁。

任何时候都不能任性用权、
恣意妄为，而要珍惜权力、敬畏
权力，把“有人监督”视为对自
己最好的保护。

在中央纪委专题片《打铁还需自
身硬》中， 广东省纪委原书记朱明
国自述，“当一把手35年，开口基本
没人反对”。朱明国说，过去一听说
有人监督，就觉得组织不信任他，但
他现在感到，“其实有人监督、有人
看是福，没人看、没人想看、没人敢
看是祸。”

这警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任

性用权、恣意妄为，而要珍惜权力、敬
畏权力，把“有人监督”视为对自己最
好的保护。

“有人监督”是个人之福、家庭之
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八项规定渐
入人心，大家普遍认为，少了迎来送往的
交际应酬，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学习、修
身养性，陪伴家人，于个人身心健康、于
家庭和谐融洽，是一种难得的福分。

“有人监督”是人民之福、苍生之
福。权力“有人监督”，才能循着为民
的轨道稳健运行。因此，各级干部除了
坚守信念外，还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养成“有权就有责，用权受监督”的自
觉，以谨慎之心对待权力、以敬畏之心
使用权力，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主动接
受群众监督，做到权为民所用。

“有人监督”是国家之福、民族之

福。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解决
好自身的监督问题，这对党的建设来说
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关系到
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
命运。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创新管理
制度，切实强化党内监督，这对于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为何有人享受不了“监督是福”
宛诗平

解乃英：本院受理哈尔滨侨宏经贸公司与解乃英债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最高法民监26号民事裁定书。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刘美荣：本院受理原告薛源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豫0191民初114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于丽荣：本院受理原告徐斌与你及孙士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黑0104民初2203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崔占军、张小英：本院受理原告陕西岐山长安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陕0323民
初6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岐山县人民法院

新疆鸿鼎汽车销售服务公司、魏晓晖：本院受理原告陕西通力专用汽车有限
责任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陕0323民初5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宝鸡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岐山县人民法院

魏永歆：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腾冲市支行与被告云南奥新产业建设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云南腾冲云峰山风景区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云05民初16号案件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民事裁定书及
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魏永歆：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腾冲市支行与被告云南奥新产业建设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云南腾冲云峰山风景区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云05民初17号案件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民事裁定书及
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魏永歆：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腾冲市支行与被告云南奥新
产业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云南腾冲云峰山风景区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云05民初18号案件的管辖权异
议申请书、民事裁定书及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谢思宇：本院受理上诉人王仕玉与被上诉人宋华敏、被上诉人谢思宇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一、维持富宁县人民法院（2014）富民二初字第16号
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解除原告（反诉被告）王仕玉与被告（反诉原告）宋华敏、被
告谢思宇于2013年7月1日签订的《合作采矿协议书》”、第三项，即“驳回被告（反
诉原告）宋华敏的其他反诉请求”；二、撤销富宁县人民法院（2014）富民二初字第
16号民事判决，即“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王仕玉的其他诉讼请求”。三、由宋
华敏、谢思宇由本判决送达之日起20日内支付王仕玉250000元，电费78802元。
以上二项合计32880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588元，由宋华敏、谢思宇负担7888
元由王仕玉负担 47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 12588元，由宋华敏、谢思宇负担 7888
元由王仕玉负担470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云26民终330号民事判决
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轩帆贸易有限公司、河南国银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赵大伟：本院受理原告中
牟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个工作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215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中牟县人民法院

吴恩勤、李国茂：本院受理闫东海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郭茂炳与被执行人泉州泉港旭升海运服务有限公司、
莆田市华洋海运有限公司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现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
人达成和解协议，对“湄丰898”号船舶进行了变卖，凡与该船舶有关的债权人、优

先权人、抵押权人应自公告最后一次发布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逾
期视为放弃在本次变卖中受偿的权利。联系人：莫法官:电话：0898-66262860。

[海南]海口海事法院
2016年12月26日

焦作市金鑫洋商贸有限公司、石伟昌：本院受理彭飞飞申请执行与你单位及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0802执948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查封裁定、查封清单。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限你
们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按照（2016）豫0802民初735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
内容向申请人履行还款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对你名下所有的位于山阳
区站前路南侧，土地权利证书号：焦国用（2012）第03097号的土地进行评估、拍卖。你
们应自公告期满后次周三到本院505室参与机选评估、拍卖机构，逾期视为放弃选择
评估、拍卖机构、领取评估书、提出异议和优先竟买等相关权利。届时本院将依法进行
评估、拍卖上述财产。 [河南]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

孙旭、孙慧慧：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大庆市润德小额贷款有限贵任公司与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未履行（2016）黑0604民初750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义
务，申请人向本院申请执行。现本院已依法委托大庆和平资产评估事务所对孙旭名下
位于大庆大同区尚城住宅小区B-14号楼2单元602室房屋的现价值进行评估，价值为
338169元。现向你们公告执行通知书、司法鉴定情况报告书及拍卖裁定书，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责令你们在本公告送达后立即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如对鉴定结
论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异议。逾期不履行义务又未
提异议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黑龙江]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

仙桃致诚农工贸易有限公司、许昌茂：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李腊云与被执行
人仙桃致诚农工贸易有限公司、许昌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4）鄂孝南民初字
第00537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李腊云于2016年3月3日申
请执行，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仙桃致诚农工贸易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仙桃市三
伏潭镇沟二村的1宗土地及地上附属建筑（土地使用面积为5216.83平方米）进行
评估，并对上述土地使用权进行拍卖，以偿还债务，经法院委托湖北大成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进行价格评估，评估价为1212564元，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评估报
告和执行裁定书（拍卖）拍卖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
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出异
议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湖北]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

苏娇弟、叶发地、周杰、许行善、章翔、周茂广、陈韶勇、吴守龙、彭存贝、阮国
增、苏雄、彭林应、李盛维、徐传武、苏维向：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江苏东台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系列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盐城山川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盐山川鉴评报字（2016）第4号司法评估鉴定报告书》，
查封的木皮评估值为 6159.14万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如对本司法评估鉴定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
书面提出异议，逾期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江苏]东台市人民法院

何磊、褚菲菲：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李婷与被执行人褚菲菲、何磊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中，因褚菲菲、何磊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我
院依法委托山东龙德拍卖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褚菲菲购买并实际入住的位于枣庄高新
区光明花苑17号楼25层02室住房进行拍卖。第三次拍卖流拍后，申请执行人李婷申请
将上述房产以拍卖保留价615276元的价格折抵给其本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薛执字40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限你于公告之日起60内到本院执行一庭领取该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山东]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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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1月10日（总第6891期） 中企联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2012 年 12 月 26 日，

我行与山东冠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号为
2070001062012212605 的《境 外 投 资 贷 款 合 同》，并 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根据上述合同为山东冠丰种业科技
有限公司发放 730 万美元境外投资贷款；2012 年 12 月
28 日，就上述贷款业务，我行与贵公司签订了合同号为
2070001062012212605BZ01 的保证合同。现我行拟对上
述贷款业务调整还款计划，将其 2016 年 11 月 28 日起四
期还款进行调整，自 2018 年 11 月 28 日开始还本，最终
到期日不变。请贵公司自公告之日起立即与我行联
系，协助签署相关《补充协议》。本通知自公告之日
起满三十日视同送达。

特此公告！
中国进出口银行
2017年1月10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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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自贸试验区健康
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坚持从严治党 切实加强人民法院党建工作

⇨⇨上接第一版 在民事审判领域，为
规范自贸试验区市场运行，《意见》对
航运市场建设领域作出规定，支持自
贸试验区航运服务业开放、提升国际
航运服务能级和增强国际航运服务功
能。在行政审判领域，《意见》支持和
监督市场监管部门创新服务模式，依
法行政，以审判活动促进和规范政府
信息公开，对在司法实践中发现的法
律问题加以总结并及时反馈给行政管
理部门。

支持融资租赁、跨境电子商务

为支持自贸试验区企业的创新，
鼓励探索新的经营模式，《意见》充
分尊重当事人对管辖和法律适用的约
定，依法维护合同效力，依法支持融
资租赁、跨境电子商务等行业创新性
经营模式。

《意见》明确：“合理认定消费
者与跨境电商企业之间的合同性
质。合同约定消费者个人承担关税
和邮寄风险的，可认定消费者和跨
境电商企业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
系。电商企业批量进口、分批销
售，消费者主张其与电商企业之间
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电商企业以其提供的合同
文本与消费者订立仲裁条款，应专
门提示，消费者同意的，应认定双
方达成了仲裁合意。”

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在积极探索审判程序的改革与创
新方面，《意见》支持在自贸试验区

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鼓励各级
人民法院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形
成符合涉自贸试验区案件特点的审判
机制。《意见》 规定：“鼓励运用仲
裁、调解等多元化机制解决自贸试验
区民商事纠纷，进一步探索和完善诉
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
制。支持仲裁机构、人民调解委员
会、商事和行业调解组织的创新发
展，为多元化解决自贸试验区民商事
纠纷提供司法便利。”以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建设市
场诚信体系。

此外，《意见》还就正确认定仲
裁协议效力、探索审判程序创新、建
立合理的外国法查明机制等方面作出
规定。

加强前瞻性研究工作

《意见》规定：“审理好涉自贸
试验区案件，总结可复制经验。各高
级人民法院应当充分重视涉自贸试验
区案件的审理，加强前瞻性研究工
作。各地人民法院对在审理与自贸试
验区相关的案件中发现的热点、难点
问题，应当及时研究总结，形成应对
意见，并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建
议。”

张勇健表示，将“注重总结审判
经验，加强前瞻性研究工作”纳入

《意见》范围，有助于不断总结涉自
贸试验区案件的审判经验，及时发现
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充分发挥人民
法院的职能，为自贸试验区建设提供
更优质、高效的司法保障。

⇨⇨上接第一版
周强要求，要将党建工作和业务

工作紧密结合，将党建工作贯穿于审
判执行工作中，抓党建、带队建、促
审判。要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增强队伍
的凝聚力、战斗力，促进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依法履行好维护社会大局
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
安居乐业的重要职责。要加强对干部
思想状况的分析，针对法院工作实际
和队伍思想实际，把握司法体制改革
过程中干警的思想动态，认真做好思
想政治工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
动法院工作发展。

周强强调，要创新法院党建工作
方式方法。人民法院党建工作常做常
新，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开拓创
新、勇于实践，不断提升党建工作能
力和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党
建工作薄弱环节，着力补齐短板，
切实增强党建工作的针对性、实效
性。要加快党建工作信息化建设步
伐，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充分运
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丰富、
创新党建工作内容和形式。要加强
机关文化建设，紧紧围绕实现“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大
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
主义法治精神，继承发扬人民司法
优良传统和中华优秀法律文化传
统，充分发挥文化的滋养作用，营
造良好氛围，促进公正廉洁司法。
要坚持严格管理和热情关怀相结合，
真诚关心干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创造良好工作条件。

周强强调，要大力推进学习型党

组织、学习型机关建设。要坚持把思
想建党放在首位，强化理论武装，切
实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
紧密联系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进
程，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
把握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要树立
终身学习理念，增强学习的自觉
性、主动性，适应时代发展要求，
优化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养，不
断提升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各党组织要把加强学
习放在重要位置，完善学习制度，
强化组织领导，发挥领导带头表率
作用，做到学习经常化、制度化，
切实通过学习不断提高依法履职、
服务大局的能力和水平。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
副院长、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沈
德咏，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党建工
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江必新，党组成
员、中央纪委驻最高人民法院纪检
组组长、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刘海泉，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专职委员、机关党委常委刘贵祥对
各支部述职情况分别进行了现场点
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
部主任、机关党委书记、党建工作
领导小组副组长徐家新主持会议并
进行点评。与会评议人员现场填写
了考核测评表。最高人民法院党建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机关党委委
员、纪委委员，机关和直属单位党
组织书记、专职党务干部、现场述职
部门党支部班子成员、机关党代表和
党外人士代表等参加会议。中央组织
部、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有关部门负责
人列席会议。

⇨⇨上接第一版 要坚持反腐败无禁
区、全覆盖、零容忍，从严惩处滥用职
权、贪赃枉法、以案谋私、充当诉讼掮
客等行为，坚决清除害群之马。要坚持
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把纠正“四风”
往深里抓、往实里做，紧盯老问题，关
注新动向，坚决防止反弹回潮，交上司
法作风建设合格答卷。要充分发挥审判
职能作用，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
势，坚决打赢反腐败正义之战。

周强强调，要以改革的思维和办法
铲除滋生司法腐败的土壤。要深刻汲取
奚晓明案件教训，坚持深化司法体制改
革和推进技术变革相结合，切实把审判
权和执行权关进“制度铁笼”和“数据

铁笼”。要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严
格落实司法责任制，坚定不移深化司法
公开，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
败无处藏身。要推进审判委员会制度改
革，规范审委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完善
审委会议事规则，增强审委会工作透明
度。要深化法院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
强干部轮岗交流，防止在同一岗位长期
任职而滋生腐败。要大力加强信息化建
设，使审判执行工作全程留痕、全程受
到监督。要坚决整治“圈子”文化，对
背弃法官职业道德与律师和当事人编织
关系网、小圈子的行为，露头就打、严
惩不贷，净化司法生态。要引导干警注
重家教、注重家风、管好自己、管好家

人，决不允许利用职权干预案件审判，
决不允许利用职权影响谋取非法利益。

周强要求，要紧紧抓住巡视整改的
有利契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党中央对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巡视
是一次全面体检，是最高人民法院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重大契机。要统一
思想、端正态度，推动问题即知即改、
立行立改、全面整改，把巡视整改转化
为推进人民法院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行
动。要认真对照巡视中发现的问题和反
馈意见，深入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刻
剖析问题原因，一个一个加以整改。要
加强巡视成果运用，针对巡视发现的问
题和漏洞，用制度固化整改成效，加强人

民法院党的建设，改进人民法院各项
工作，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
副院长沈德咏，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江必新，党组成员、副院长李少平、
南英、姜伟、景汉朝、张述元、贺荣，党
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徐家新，党组成员
孙华璞，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最高人
民法院纪检组组长刘海泉出席会议。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副部级
干部刘学文，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专职委员杜万华、胡云腾、刘贵祥等
列席会议。 （曹满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