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94

PEOPLE`S COURT DAILY http://www.rmfyb.com

邮发代号：1-174 总第6892期
2017年1月 日 星期三11

内蒙古高院出台意见

服务和保障自治区重点目标任务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月10日全天召开
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工
作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
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
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

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
全面从严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目的，也是一条
根本的政治规矩。要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严格执行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牢
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
识、看齐意识，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
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

为意志，切实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
实到各项工作中去。

会议认为，过去的一年，全国人大
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坚持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制度，强化政治领导责任，扎实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在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上凝神聚焦发力，为推进党和

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实现“十三五”良
好开局作出了积极贡献。

会议认为，过去的一年，中央书记
处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协助党中
央抓全面从严治党，指导群团工作尤其
是群团改革，推动一批党内法规文件制
定和实施，配合办好一系列重要会议和
重大纪念活动，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
绩。

会议强调，今年我们将召开党的十
九大，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

一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
之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
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党组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抓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生根，
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要扎实做好党
中央部署的各项工作，紧紧围绕大局
履职尽责，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着力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促进

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严肃党内
政治生活，自觉接受党内监督和各方
面监督，加强党组自身建设，不断提
高党的建设水平。

会议强调，中央书记处要带头
讲政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服务
大局出谋划策，突出重点抓好落
实，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完成好党中央交办
的各项任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 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王先生没有想到，打官司居然如
此轻松。只需要在“浙江法院电子商
务网上法庭”网页界面轻点“我要起
诉”，让他愤懑已久的那件网购纠纷
就进入了司法程序。

王先生自从2015年3月在某电子
商务网站上购买了几罐婴儿专用的进
口乳铁蛋白粉，烦恼便随之而来。

给孩子吃的东西如何能马虎？心
细如发的王先生仔细研究了半天国家
关于食品营养强化剂的使用标准，认
为自己购买的蛋白粉不仅违规超范围
使用营养强化剂，而且营养强化剂的
使用量也严重超标。

商家远在广东省深圳市，王先生身
在浙江省杭州市，整个交易过程都发生
在网上，按王先生的意思，销售蛋白粉
的商家未尽到查验义务，网络交易平台
也没尽到审核义务，负有连带责任，应
当给付赔偿。

可网购这种小事若是打起官司来，
免不了花上时间和精力，是否值得，王
先生还真没把握。

当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的工作人
员通知王先生可以在网上开庭时，“网
上法庭”这一新鲜事物还让王先生有些
摸不着头脑。经过法院工作人员的耐心
讲解，王先生了解到他可在家中通过视
频接入的方式进行庭审，不由得感慨：

“网上法庭，节约时间，确实方便！”
每年像王先生这样，想要将网购纠纷

诉诸法庭的消费者不在少数，且集中发生
在阿里巴巴集团所属的淘宝、天猫、支付
宝等网络交易服务平台。杭州市中院和
西湖区、滨江区、余杭区等法院开展电子
商务网上法庭试点以来，把诉讼的每一个
环节都搬到网络，起诉、立案、举证、开庭、
裁判都在线上完成，使电子商务纠纷可以
更加快捷地得到处理。当事人不管是在
办公室、家里、网吧、旅店、餐厅……只要

有网络、有电脑，就能参加庭审。
日前，这起案件在余杭区法院网

上法庭开庭。开庭当天，法官和书记
员端坐法庭，面前仅有一台电脑，原
告和二被告则分别在杭州市西湖区、
余杭区和深圳市南山区各自的办公室
里。画面和声音实时传输，笔录不但
能线上确认，而且在庭审过程中还能
实时显示至各方当事人的电脑上，当
事人在庭审中就可以确认是否有误。

不仅王先生觉得方便，远在深圳
的卖家更是成为了网上庭审的最大受
益者。“这种方式大大方便了我们这
种距离远的当事人，而且在公司里参
加庭审也有利于举证、质证。”

庭后，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并撤

诉。这件困扰了王先生大半年的网
购纠纷终于尘埃落定。

故事背后

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以《人
民 法 院 第 四 个 五 年 改 革 纲 要
（2014—2018）》和《人民法院信息
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
为指导，大力推进审判方式改革，将
诉讼全过程由“线下”搬到“线上”，
推行网上立案、网上审理、网上执
行、网上信访、网上阅卷、网上公
开。实践证明，将信息技术、人工智
能应用于法院审判和运行体系，有
力地提升了司法质效、促进了司法
公正、方便了人民群众。同时，人民
法院正在努力建设全面覆盖、移动
互联、跨界融合、深度应用、透明便
民、安全可控的人民法院信息化3.0
版，并探索开展运用大数据、云计
算、神经网络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开
展“智慧法院人工智能系统”研究计
划，加快建设“智慧法院”。

手握鼠标打官司
本报记者 乔文心

2016.法治的进步 群众的实惠

本报天津1月10日电 （记者 罗
书臻）今天，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最高人民法院原副
院长奚晓明受贿一案。天津市人民检察
院第二分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
奚晓明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
1996 年至 2015 年，被告人奚晓明利用
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
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
员、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

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供
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家人非法收受相关
人 员 给 予 的 财 物 共 计 折 合 人 民 币
1.14596934亿元。依法应以受贿罪追究
奚晓明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奚晓明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
辩双方充分发表了意见，奚晓明进行了
最后陈述，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
各界群众60余人旁听了庭审。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受贿案一审开庭

本报讯 （记者 李 阳）1月9
日上午，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汪永清主
持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和会议精神。

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和王岐山同
志重要讲话后，汪永清指出，要把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
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与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结合起来，全面系统学习领会，深入贯
彻落实。机关领导班子要对照习近平
总书记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
部提出的明确要求，身体力行、做出表
率，并结合机关干部思想、工作实际，
对机关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作出部署，
深入推进机关党的建设和廉政建设。

汪永清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关键要体现在行
动上，落实在工作中，用实际行动、
敢于担当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中
央政法委机关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加
强党性修养，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坚
持共产党人价值观，不断提高政治觉

悟，守住为政之本。要坚定正确的政
治方向，坚定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
坚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决不能在
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摇摆、态度暧
昧，决不能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唱反调，决不能阳奉阴违、做“两
面人”，决不能搞团团伙伙、搞非组
织政治活动。要切实把党中央的决策
部署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不能以会
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对违
反政治纪律、危害政治安全的行为，
要坚决抵制，勇于斗争；对违纪违法
行为，要敢于亮剑。要认真开好民主
生活会，将民主生活会质量作为衡量
学习贯彻会议精神效果的一个重要标
准，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在
机关进一步树立良好的政治风气。要
敢于直面问题，鼓励党员干部坦诚相
见、开诚布公，勇于提出问题，善于
集思广益解决问题，不能躲躲闪闪、
含糊其词，确保民主生活会达到预期
效果。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
办主任陈训秋，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
徐显明、侍俊、王双全，机关各单位
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本报讯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下发《关于为自治区第十次党
代会确定的重点目标任务提供强有力司
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为开创内蒙古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强有力的司
法保障和法律服务。

《意见》指出，全区法院要突出工
作重点，切实提高司法服务和保障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围绕推进经济转型升级
战略性调整，各级法院要与地方党委、政
府经济管理部门建立长效联系机制，定
期听取意见建议，及时收集经济转型升
级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加强

对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重点领
域的司法保护，依法积极推进以人为
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依法审理土地
草牧场承包经营权转让、转包、租赁等
纠纷案件，保护经营权流转秩序，顺利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意见》要求，围绕全方位扩大
对外开放，要加强与毗邻俄罗斯、蒙
古国的司法领域交流合作，为推进中
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提供有力的司法保
障。指导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等
14 个口岸法院，妥善处理各类案
件，维护各方合法权益，促进对外交
流合作。要着力推进平安内蒙古建

设，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妥善化
解民生案件，依法推动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全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区进
程。

《意见》强调，全区各级法院要
成立服务和保障自治区重点目标任务
的领导小组，由“一把手”亲自挂
帅，建立分工负责的领导机制，确保
各项任务和要求落到实处。全区法院
要把服务和保障自治区重点目标任务
的工作措施和具体成效统一纳入目标
实绩考核，对服务和保障工作不力，
造成严重后果的直接责任人要给予严
肃处理。 （史燕龙 王晓东）

本报广州1月10日电 （记者 林
晔晗）今天，广东全省基本解决执行难
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作出批示，广
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林少春出席会
议并讲话。

胡春华在批示中指出，解决执行难
问题，是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建设公正高效
权威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必然要求。各
级法院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积极推进
执行改革，加大执行力度，规范执行行

为，确保完成“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
决执行难问题”目标，树立人民法院执
行权威，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各级党
委、政府要加强领导、协调、督办，广
东省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领导小组要充
分发挥作用，推动建立综合治理工作格
局，形成解决执行难的强大合力。

林少春指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
度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完善执行联
动机制，构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解决
执行难的工作新格局，是法治广东建设
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诚信广东的重要

保障。全省各级党委要紧紧围绕“用两
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目
标，强化对失信被执行人跨部门协同监
管和联合惩戒，充分发挥政法机关相互
配合、相互制约的优势，积极运用大数
据，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拓宽解决执行
难渠道。

林少春要求，人民法院要切实担负
好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好主力军的作
用，加大执行力度，规范执行行为，
牢固树立立案、审判、执行“一盘
棋”思想和公正、善意、文明执行理

念，优化内部流程，采取切实有效的
工作措施，提高执行效率，努力实现
执行工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
一，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行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龚稼立在
会上通报了 2016 年全省法院执行工作
情况，省政府法制办、省公安厅、省国
土资源厅、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负责人作
了经验交流发言，会议由省委政法委专
职副书记陈岸明主持，各地市党委政法
机关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广东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会议召开 胡春华批示指出

建立综合治理工作格局形成强大合力
中央政法委机关传达学习

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
汪永清主持

图为庭审现场。 戴卫东 摄

本报讯 （记者 姜郑勇 通讯员
王晓燕） 1月9日，成都知识产权审判
庭经最高人民法院和四川省委编办批准
正式揭牌。揭牌活动在四川天府新区成
都科学城举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王海萍、成都市市委书记唐良智、成
都市市长罗强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出席活动。

成都知识产权审判庭主要跨区域受
理全省范围内有关专利、植物新品种、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商业秘密、计算机

软件、驰名商标认定以及垄断纠纷等专
业技术性较强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和
行政案件；发生在成都市辖区内有关商
标、著作权、不正当竞争、技术合同纠
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
（由最高人民法院授予管辖权的基层人
民法院管辖的上述第一审知识产权民
事、行政案件除外）；不服成都市辖区
内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知识产权
民事、行政、刑事案件的上诉案件。目
前，该庭已正式受理案件。

成都知识产权审判庭正式揭牌

1月9日下午，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的巡回执行车出
现在距城区90公里外的一个工地上，该院执行局局长刘见带领该院执行干警
在工地上举行“巡回执行送温暖，涉民生案件执行款发放仪式”，为30名农民
工发放48万余元执行款，在春节来临之际为农民工送上司法温暖。图为执行
款发放仪式现场。 伍春艳 覃云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