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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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5期
2017年4月 日 星期三12

人民法院报
官方微信二维码

本报北京 4月 11 日讯 （记者
乔文心） 今天下午，中华人民共和
国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会见了联合国驻华协调员、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罗世礼。

周强对罗世礼一行访问最高人
民法院表示欢迎。他说，中国与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自 1979 年建立合作
关系以来，取得一系列富有成效的
成果。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与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开
展了一系列项目合作，取得积极成
效。

周强指出，中国提出确保 2020 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一个重要目
标是司法公信力明显提高。中国法院
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
标，推进司法改革、深化司法公开、
加强信息化建设、建设智慧法院，扎

紧规范司法权行使的制度和数据“铁
笼”，促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推
进司法公信力不断提升。希望与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进一步加强联系，在信
息化建设、司法公开、环境司法等领
域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特别是
为各国分享经验、交流互鉴搭建平
台，为促进全球治理和法治进程、实
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更加积极
的作用。

罗世礼高度评价中国法院在司
法公开、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的
成就，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大数
据应用水平等表示由衷钦佩。他希
望在与中国法院良好合作的基础
上，进一步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
为推动实现联合国确定的 2030年可
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
加会见。

周强会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罗世礼
本报讯 （记者 张宽明）日前，

江苏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蒋卓
庆等一行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调
研。蒋卓庆充分肯定了司法网拍的
做法，强调要进一步探索好的反腐
机制，在攻克关键难题上亮出杀手
锏。

在江苏高院诉讼服务中心，蒋
卓庆对法院的调解工作、网上立案
工作等予以肯定。在执行指挥中
心，蒋卓庆一行观看了全省网上执
行系统、法院信息化系统现场操
作，详细了解了司法网拍的改革。
当得知现在的网拍相较过去十分公
开透明，三年来零投诉、零违纪
后，蒋卓庆大加赞赏。在了解到江
苏法院案件审判可与预测模型结果
进行比对，计算新案“偏离度”，进
而对裁判统一尺度提供智能辅助
时，蒋卓庆说，这是经验的积累，
也是公平公正的守护。

蒋卓庆指出，从当前执纪监督和
案件查办情况来看，一是发生在人民
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绝大多数在基
层，二是多发生在重点部门、重点
领域、重点行业，且主要是权力寻
租。他要求，要加大查处力度，查
出问题不要有顾虑，要分析发生的
时间节点，分析原因，找出共性问
题。制度不好害干部，制度好了不出
事，要研究怎样才能实现从不敢腐败
到不能腐败的转变。

蒋卓庆强调，要加强反腐机制建
设，探索好的方法，特别是对一些疑
难问题、共性问题，要靶向攻克，要
有杀手锏。要查找体制机制上的漏
洞，研究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强化廉
政风险防控，不断创新监管方式，扎
紧制度的“铁笼”。纪委和法院要共
同合作，共同努力，为江苏建设“两
聚一高”、三个“进一步好转”提供
坚强的纪律和法治保障。

蒋卓庆在江苏高院调研时强调

创新监管方式 强化风险防控

本报讯 为准确理解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的法律规定，
为新法的实施做好准备，4月6日下
午，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和支持
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天津
市高级人民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
法院共同举办“京津冀三地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专题视
频讲座”。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轶
围绕民法总则的立法进程及相关法
律条文进行了系统、深入地解读。
三地法院参训人员普遍表示对民法
总则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对
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有了更深认
识。

本次讲座是京津冀三地法院开
展教育培训合作的首次尝试，主会
场设在北京高院，天津高院、河北
三级法院以及北京市各中级、基层
法院共设 255 个分会场，三地法院
共计 9500 余名干警参加了培训，达
到了异地同时同步培训的预期目
的，取得了良好的培训效果。今
后，三地法院还将进一步按照京津
冀协同发展战略部署以及最高人民
法院 《2017 年京津冀三地法院人员
培训和法官交流工作计划》 的要
求，不断增强交流深度，进一步拓
宽合作广度，切实开展好三地法院
联合培训工作。

（王晓艳 宋 川 王振乾）

京津冀协同发展出新招

三地法院“同堂”学习民法总则

本报合肥4月11日电 在法院
系统中，院长、庭长都具有娴熟的审
判经验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是资深的
优秀法官，随着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深
入，院长、庭长办案将成为常态化。
今天上午9点30分，安徽省合肥市蜀
山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朱传年在审判台
上敲响了法槌，揭开了“安徽法院院
庭长示范庭公开月”的帷幕。

今天，蜀山区法院开庭审理一起
行政诉讼案件。整个庭审程序层次分
明，条理清楚，朱传年以娴熟的审判
技巧驾驭着整个庭审活动。旁听席
上，年轻法官小余表示：“院庭长这
些‘精英法官’拥有深厚的法律修养
和精湛的业务技能，通过学习观摩他
们的庭审，可以让我更快提高庭审能
力。”

长期以来，审判人员一旦走上庭
长、院长等领导岗位，工作职责往往
也就从具体审判转为组织、指导、监

督，基本很少再承办具体案件。这样一
来，审判一线就会出现资源缺位，案多
人少的矛盾亦会愈发凸显。今年 4 月
起，安徽法院率先在中国庭审公开网开
展“院庭长示范庭公开月”活动，将院
长、庭长带头办案作为强化审判管理、
提高司法能力、改进审判作风的一个重
要环节，积极探索案件庭审方式改革，
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着力
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状况，
切实将院长、副院长以及庭长作为行使
审判权的主体，回归法官角色本身。

“院长、庭长不仅是法院的管理
者，更是一名法官。院长、庭长办案，
一方面是法官职责使然，另一方面也是
通过办案熟谙法律，谙熟一线办案环
节，了解干警工作需要。”朱传年说，

“办案的常态化不仅有利于院长、庭长
汲取一线办案工作经验，方便指导法官
办案，更有利于提升对法院的管理水
平，提高法院案件的审判质量，一举两

得。”
据了解，蜀山区法院自2015年10

月起实施院庭长办案制度，明确院长、
庭长根据其承担的审判管理监督事务

和行政事务工作量合理确定办案
数，确立院长、副院长办理全院法官
人均办案数的 10%和 20%，庭长办
理本庭法官人均办案数的 50%以
上。为确保办案数量和质量，不断
优化行政事务处理，该院规定院长、
庭长需合理安排会议时间，力求将
行政事务处理效率提高 30%，参加
会议次数减少 40%，会议时间缩短
20%，最大限度地将精力投入到案
件审理中。

（武新邦 程 磊）

“安徽法院院庭长示范庭公开月”拉开帷幕
合肥蜀山区法院率先敲响第一槌

图为蜀山区法院庭审现场。 程 磊 摄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三次委员长会议
11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决
定，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4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

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
委员长会议建议，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继续审议测绘法
修订草案、证券法修订草案、核安全法
草案，首次审议标准化法修订草案。

按照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十二届
全国人大到2018年3月任期届满，十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于2018年1月选出。十二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十三届全国
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据此，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拟订了十三
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案、十三
届全国人大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分配方案
草案、台湾省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协
商选举方案草案，建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予以审议。

委员长会议还建议，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最高人
民法院提请审议关于延长人民陪审员
制度改革试点期限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国务院提请审议批准《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边防合作协定》的议案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移
管被判刑人的条约》的议案；审议国务
院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制
造业转型升级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
2016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
成情况与研究处理环境保护法执法检
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关于推
进股票发行制度改革工作情况的中期
报告；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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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有关任免案。

⇨⇨下转第四版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4月24日起举行
将审议关于延长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期限的决定草案的议案等

本报北京 4 月 11 日讯 （记 者
徐光明 荆 龙）今天，中央党校中央
国家机关分校 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机
关党校处级干部进修班在国家法官学院
举行开班典礼。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党委
负责人出席典礼并对参训学员提出要
求。

该负责人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党组
对办好这次进修班高度重视，院领导审
阅了教学计划，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
求，多次指示要认真谋划，突出教学重
点，确保基础理论课和党性教育课的主
体地位，切实把党校姓党原则贯穿教学
全过程。

该负责人要求，学员们要珍惜来

党校充电加油的学习机会，把握学习
重点，力求学有所获；发扬良好学
风，注重学以致用，模范遵守学习纪
律，争取通过3个月的努力学习，达到
夯实理论基础、增强党性修养、提升全
面素养、推动工作发展的培训目的。

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和直属事业
单位的 48 名党员干部参加了这次进修
班。进修班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选定
了临时党支部组成人员。

据悉，为全面加强对机关党校领
导，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日前审议通过了

《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党校工作规则 （试
行）》，此次进修班是规则通过后组织
的第一期进修班。

增强党性修养 推动工作发展

最高法机关党校处级干部进修班开班

本报讯 连日来，甘肃、浙江、
贵州等11个省（区、市）相继组织开
展了司法警察执法资格等级考试。该
项制度与警衔授予晋升直接挂钩，是
司法警察是否具有与其拟授衔级相适
应的执法能力和专业化水平的评价标
准，是加强司法警察队伍建设的重要
抓手。

今年是执行全国法院司法警察执
法资格等级考试制度的第一年。全国
各地法院均高度重视、提前谋划、精
心准备，认真组织培训和考试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司法警察管理局

会同国家法官学院西安司法警察分院
精心编撰考试题库、统筹安排考试时
间、规范各项考务工作，并与相关部
门进行联合巡考，确保了考试工作规
范有序运行。

执法资格等级考试的对象为拟授
予、晋升警衔的司法警察，考试采用
闭卷方式进行。截至目前，11 个省
（区、市）共有1652人参加考试，其
中参加初级考试 768 人、中级考试
884人，两级考试合格率均达到95%
以上。

（冷芳芳）

部分地区司法警察执法资格等级考试成绩出炉
两级考试合格率达95%以上

4月9日，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
妇女儿童维权合议庭根据自贡市中级人
民法院安排，联合自贡市妇联、富顺县
妇联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送法进社
区 关爱留守儿童”法治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妇女儿童维权合议庭法
官以案例分析、互动问答等授课形式对
留守儿童进行了法律知识讲解，并向留
守儿童及家长发放了宣传资料，现场为
家长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刘袁晗笑 摄

关爱留守儿童

本报石家庄 4月 11日电 今天，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党组理论中心
组学习会议，传达中央及省委相关会议
精神，研究为雄安新区建设提供司法服
务和保障的意见。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
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对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
协同发展、培育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新引
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会议指出，要切实做到思想认识到
位、服务保障到位、领导责任到位、工

作落实到位，在法律框架内以最快捷、
最有效的方式，高标准、高定位地做好
新区规划建设开局起步的司法服务和保
障工作。

会议要求，要依法惩处阻挠破坏新
区建设的各类犯罪，为新区建设发展营
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紧紧依靠党委
领导、政府支持，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
化解在萌芽状态；与各部门实现信息联
通共享，全力做好社会风险防范管控工
作；发挥司法确权、规范、指引作用，
释放农村生产力；深入开展司法协作交
流，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新区建设夯实

法治基础；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做好区
域管控，有序服务保障起步区土地整体
预征、启动区征迁、重点片区安置房建
设、交通生态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严
厉打击各种炒房行为，积极配合政府专
项行动，依法保障政府依法进行土地征
收及拆迁。

会议指出，要认真梳理雄安新区所
辖法院现有各类案件，研究新区管控期
间各类法律适用问题，妥善化解各类民
商事矛盾纠纷，维护公平有序、诚实守
信的市场秩序；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促进科技成果到河北转化、孵化；

推进新区环境资源案件审理，坚决做好
白洋淀生态环境保护、大气污染治理等
审判工作，坚持绿色发展；加强新区及
周边执行管控工作，确保新区规划有效
实施。

会议强调，要提升新区所涉法院诉
讼服务同质化、便利化水平；推进新区
所涉法院涉诉信访机制改革，加大对困
难当事人诉讼费缓减免力度，切实解决
好审判执行中涉搬迁腾退的实际问题，
为新区建设营造良好环境和氛围；围绕
新区行政体制改革、深化“放管服”改
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等工作，依法公正
审理行政案件；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安
机关、检察机关加强沟通协调，建立与
新区先行先试体制机制相适应的新区人
民法院，不断提高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的能力和水平。

（雷德亮 霍玉东）

本版编辑 刘 曼 fyxw@rmfyb.cn

建立先行先试体制机制 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河北高院积极助力和保障雄安新区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