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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新观察司法司法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宣传
文化战线聚焦“四梁八柱”、锐意攻
坚克难，基本确立了文化体制改革的
主体框架。与此同时，人民法院司法
改革亦是蹄疾步稳、亮点纷呈，其
中，针对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最集
中的执行难问题，周强院长在十二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庄严承诺：“用
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体
现了人民法院敢于担当的决心和用改
革思维破难题、补短板的智慧。

两项改革虽涉及不同领域，有各
自特殊的内容和规律，但两项改革之
间亦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的辩证统一关系。二者都是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属于“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的重要内容，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和共同愿望。文化体制改革无疑
属于文化建设的范畴，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加强思想道德建
设和社会诚信建设为重要内容，旨在
为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
支持。破解执行难，是人民法院司法
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快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国家治理能力
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两项
改革只有形成合力，才能充分凸显“五
位一体”战略布局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向文化体制改革要社会效益，与
人民法院破解执行难看似风马牛不相
及，实则是破解执行难的深层原动
力。并且，中央层面已经用“联姻”

的形式给出了答案。今年6月20日，中
共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法院在江西省
南昌市召开了高规格的“推进诚信建设
制度化 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现场交
流会，中宣部、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出席
会议并讲话。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党委宣传部、高级人民法院负责同
志，副省级城市党委宣传部、中级人民
法院负责同志均参加了会议。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传播“法治”“诚信”的正能量，
是文化产业社会效益的重要指标，而这
也正是破解执行难所需要的社会土壤。
不可否认，执行难具有一定的社会原
因，当前经济整体下行压力大，社会流
动资金短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但执
行难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被执行人不讲诚
信，逃避执行。社会整体上尚未形成尊
重司法权威的法治文化氛围。最高人民
法院推出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
消费措施显示出一定的威力，特别是对
经商人员、高消费人群的被执行人有很
好的震慑作用，但是对一大批普通消费
人群的被执行人来说，收效不够显著。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刑法严厉制裁
失信被执行人为被执行人画出红线，但
在实际操作中很难认定部分被执行人是
否具有执行能力。

法院在制度体系上下功夫，这固然
是破解执行难的攻坚利器。通过多措并
举的刚性制度权威强制执行解决执行难

更是不可或缺，但全社会诚信文化的缺
失仍然是我们改革路上的“拦路虎”。
公民守法的理由可能是迫于法律的压
力，但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所言，

“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
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
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只有在全社会培育
一种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的法治
文化环境，把规则意识内化于心，成为一
种生活方式、一种行为习惯，法律才能获
得真正的力量，才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
兵”。因此，破解执行难需要制度硬实
力，更需要文化软实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文化”。这是我们党首次将“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写入全会决定。以
长沙地区法院为例，长沙法院响应中央
号召，把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与战略
协作、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列为一项常
态性工作，持续与湖南都市、湖南经视、
湖南公共频道、长沙政法频道合作创办

《执行风暴》《正在执行》《执行先锋》《执
行行动》等固定新闻板块，并进一步探索
司法宣传方式的转型升级。通过“互联
网+执行”的模式，在借助广播、报纸、电
视等传统媒体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开
辟网络、微信、微博等新媒体阵地，创新
微电影、公益广告等新形式，深入地铁
站、火车站等人流密集点，以案释法、现
身说法，让法治的毛细血管深入到生活

的方方面面，引导全社会形成褒奖诚
信、惩戒失信的共识。2017年上半年
长 沙 法 院 执 结 案 件 同 比 上 升 了
60.4%，10%的失信被执行人迫于社会
舆论压力主动履行了法律义务。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
神家园。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
国无信则衰，传承的是中国传统优秀
的诚信文化。这种诚信文化在新的时
代背景下，需要融入法治文化的洪流
之中。希望随着执行力度的加大、征
信体系的完善、信用社会的建设，让

“老赖”无处遁形，寸步难行。更希
望随着法治文化的日益成熟，司法通
过“规则治理”彰显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引导，让诚信归位，让执行
难不再成为一个问题。

法治社会的成长，离不开全社会
的通力合作。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博
登海默所言，“法律是一个带有许多
大厅、房间、凹角、拐角的大厦，在
同一时间里想用一盏探照灯照亮每一
间房间、凹角和拐角是极为困难
的”。在法治大厦的复杂系统中，我
们迫切需要文化传媒者的鼓与呼，用
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来关注文化
社会效益，一同点亮法治的灯塔。

“大道行思，取则行远；上德若
谷，不弃不休”。伴随着文化体制改
革的东风，中国司法正积厚行远。

借力核心价值观破解执行难
范登峰 罗晞祯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法治”“诚信”的正能量，是文化产业社
会效益的重要指标，而这也正是破解执行难所需要的社会土壤。

申请人北京高义松昌商贸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丢失，该票
据记载：票号20046418、票面金额20000元、签发日期2017年8
月13日、出票人北京百通商贸有限公司、持票人同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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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经过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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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 福 建 才 溪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因（ 票 号
9100004131303857的福建上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杭
支行承兑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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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 9100004131303857，出票日期
2016年6月24日，票面金额贰拾万元整，出票人福建才溪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连城县连发城市建设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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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上杭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广西登高集团钦州旭升水泥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号码为31300052 28171509，汇票票面金额为1000000
元，出票人为广西南宁骏前机械设备材料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广
西登高集团钦州旭升水泥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桂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宁分行，出票日期为2016年10月31日，到期日为2017
年1月31日，持票人为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现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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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
盐山县盛达机床附件有限公司因遗失运河青隆村镇银行营

业部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依照法律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盐山县盛达
机床附件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运河青隆村镇银行营
业部签发的票号 32000051/23667994，票面金额 20000 元，出票
人沧州市绿缘信商贸有限公司，持票人盐山县盛达机床附件有
限公司，汇票到期日2017年7月24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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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河北]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市抚宁支行因银行承兑汇票遗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市扶宁支行。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票号1030005226744119，出票
日期2017年1月18日，票面金额人民币叁拾万元整，出票人苏州欧
圣电气工业有限公司，收款人苏州新区枫经印刷有限公司，付款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郭巷支行，汇票到期日2017年7月18日。三、
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止，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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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苏州领达咏圣贸易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现予公告。一、公
示催告申请人：苏州领达咏圣贸易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
据：银行承兑汇票，票号3100005124762430，出票日期2015年2
月12日，票面金额人民币壹万元整，出票人苏州市吴中区甪直
甪丰建材经营部，收款人苏州领达咏圣贸易有限公司，付款银行
浦发苏州吴中支行，汇票到期日2015年8月12日。三、申报权利
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60日止。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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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亳州司尔特生态肥业有限公司因被盗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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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
人：亳州司尔特生态肥业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
兑汇票(号码为3040005122476278，出票人为江苏恒东贸易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江苏紫阳贸易有限公司，持票人为亳州司尔特生
态肥业有限公司，出票行为华夏银行苏州分行常熟支行，出票日
期为2017年5月23日，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11月23日，票面金
额为100000元)一份。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
到期日后30日内。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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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扬中市永华橡塑制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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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
人：扬中市永华橡塑制品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
兑汇票(号码为3140005126354860，出票人为连云港奔牛建材有
限公司，收款人为东海县宏川建材有限公司，持票人为扬中市永
华橡塑制品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
期为2014年9月25日，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3月25日，票面金
额为 50000 元)一份。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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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南通贝特给水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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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
人：南通贝特给水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
承兑汇票(号码为31400051 30683916，出票人为常熟市立得电
器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常熟市虞山镇源健机电配件厂，持票人为
南通贝特给水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
银行，出票日期为2017年2月9日，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8月9
日，票面金额为10000元)一份。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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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滁州市瑞林医药有限公司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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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法律规定，现予公
告，该票据记载：票据号码为31500051 20657447，出票人为山东
临沂水利工程总公司，收款人为临沂市汇丰混凝土有限公司，出

票金额为壹拾万元整，付款行为恒丰银行临沂分行，出票日期为
2017年4月5日，到期日为2017年10月5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持票人为申请人。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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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王磊因保管不善丢失临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13918股（股权证编号为0002909）记名股
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通知你
行对以上股票立即停止股权使用，待本院作出判决或裁定后再
作处理。 [山东]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沂市恒盛车桥有限公司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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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法律规定，现予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30500053 27298025，金额为贰万元整，出票人
为临沂市光明食品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临沂市金燕电器有限
公司，付款行为中国民生银行临沂西城支行，出票日期为2017年
6月30日，到期日为2017年12月30日。持票人为申请人。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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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东]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盖茨液压技术(常州)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票
面金额为100000.00元、票据号为10500052/20249005、出票人为
神华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神东煤炭分公司】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依照法
律规定，现予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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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无效。

[陕西]神木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夏王纸业有限公司因持有的一张银行承兑汇票

被盗，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浙江夏王纸业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
据：银行承兑汇票，编号30900053 28353309，票面金额1000000
元，出票日期2017年1月20日，汇票到期日2017年7月20日，出
票人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付款行兴业银行成都分行，收款人
北京北雄钢结构有限公司；持票人浙江夏王纸业有限公司；三、
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四、在申报权利期间

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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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衢州中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丧失其持有的银行承兑
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现
予以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衢州中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二、
公示催告的票据：汇票号码为 31600051 20996976，出票日期为
2017年3月22日，出票人为诸暨市丰安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浙
商银行绍兴分行，收款人为诸暨市兴磊制衣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
5万元，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9月22日，背书人为诸暨市兴磊制衣
有限公司、诸暨市南光燃气有限公司，持票人为衢州中园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三、申报权利的期间：2017年8月3日起
至2017年10月7日止。四、自公告之日起六十五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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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诸暨市华都良达漂染有限公司因丧失其持有的银行承兑
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现予以
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诸暨市华都良达漂染有限公司。二、公示催
告的票据：汇票号码为10200052 25443664，出票日期为2017年6月20
日，出票人为绍兴卓翔进出口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绍兴县支行营业室，收款人为绍兴卓越针纺有限公司，出票
金额为10万元，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12月16日，背书人为绍兴卓越针
纺有限公司，持票人为诸暨市华都良达漂染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2017年8月3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四、自
公告之日起一百五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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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遗失付款行为绍兴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越城支行、出票人为绍兴市朗泰进出口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绍兴
铸 锐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票 面 金 额 为 100000 元 、汇 票 号 码 为
3130005141287927、出票日期为2016年11月16日、汇票到期日为2017
年5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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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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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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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天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人民法院改革发展

⇨⇨上接第一版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法院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就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
人民’，‘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我们党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铮铮誓言，也是
衡量司法工作成败的关键标尺。”广
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潘墀
说，“要切实做到司法为民实质化，
真情牵挂群众冷暖，实意为民排扰解
难，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更加高效便捷地满足人
民群众的司法需求，让人民群众亲近
司法、相信司法、崇尚司法。公正是
人民法官的价值追求，是法治的生命
线。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
一道防线。而法官，正是这道防线的
守护者。只有保证司法公正，司法才
会有公信力，人民才会相信司法，社
会才会更加和谐稳定。”

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以来，全
国共遴选进入员额的法官 12 万余
名，优质司法资源配置到了办案一
线，为落实司法责任制打下了坚实基
础。上海、浙江、青海等地由法官、合
议庭直接裁判的案件达98%以上。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
任祁世林表示，青海被确定为司法体
制改革首批试点省份以来，青海法院
严格按照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
的决策部署，深入调查研究，科学制定
实施方案，破解各项难题，积极稳妥全
面推进改革试点工作，成效初步显
现。“司法责任制在改革中得到了实实
在在的落实，下一步将巩固扩大改革
成果，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祁世
林说。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
后一道防线，执行就是法律的生命。
为了不让原告手中的公正判决成为一
纸空文，我们执行法官日夜奋战在一
线，用忙碌奔波让法律的细胞更加活
跃，法治的系统循环更加顺畅。”对
于专题片中提及的破解执行难，作为
一名“90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执行干警李永飞说：“破解执
行难是司法改革的神圣使命，更是伟
大的历史重任，愿浓墨泼洒青春，岁
月铭记执行，高举司法利剑，还天下
海晏河清。”

落实司法责任制，提高审判质效

司法责任制的落实，权力和责任
相统一，倒逼法官、检察官提高自身
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办案由“过得
去”向“过得硬”转变。2016 年，
在立案数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全国法
院一审服判息诉率达89.2%，审判质
量明显提高。

看到片中提及的为解决诉讼“主

客场”问题，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研究室主任禹楚丹深有感触。他
表示，永州中院在湖南省率先全面推
行行政案件跨区划管辖改革，大力实
行执行工作第三方监督机制，积极探
索审判监管模式改革等，着力增强审
执工作的透明度、公信力和权威性。

“司法体制改革成效如何，司法
公信力和权威性如何，说一千道一
万，要由人民来评判。”禹楚丹说，“想
要更加有效地推进司法公正，就必须
努力破解司法体制不够完善、司法职
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够科学、人
权司法保障制度不够健全等问题，深
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紧紧抓住影响
司法公正的问题症结，消除导致司法
不公、司法腐败的深层次原因，让人民
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阳光。”

专题片中提到，贵州省公检法单
位运用大数据技术，总结同类案件的
证据要素，形成各类案件在侦查、审
查起诉、审判每一个诉讼环节的不同
诉讼证据标准指引，为办案人员审查
证据提供了指引规范。

“作为一名来自贵州的法官，当
看到对于片中提及的贵州省公检法单
位运用大数据技术辅助办案取得可喜
成果的事例时倍感亲切。作为司法大
数据建设亲身参与者和积极践行者，
一路走来感慨良多。”贵州省高级人
民法院再审减假审判团队审判二组法
官助理谢璐凯说，“大数据技术将广
大司法工作人员从大量重复性事务性
工作中解放出来，使得大家能够有精
力锤炼司法能力，提升理论素养。
同时，大数据从海量的案例当中敏
锐地抓取和提炼出类案审理的关键
因素、重点环节和重点指引，让法
官办案重点更明确，办案质量更可
靠、办案效率更突出。另外，大数
据技术通过自身的强大记忆功能将
庞杂的司法数据收集起来，依靠自
身超强的整理和分析能力将收集到
的海量数据分门别类，进行分析和
提炼，总结出带有趋势性、规律性和
指向性的各种参数和指标，为实现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宏伟目标提供了
决策依据。”

身为全国模范法官，广西壮族自
治区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副院长陈
玉萍认为，已经完成的法官员额制改
革是对法官职业生涯具有巨大影响的
深刻变革。如今，入额法官已经以全
新的姿态投入到工作当中，入额的
院、庭领导也迅速地适应改革的新要
求，更频繁地回到审判岗位，切实地
行使审判权。

“目前，案件繁简分流改革、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等配套改革举措仍在如火如荼地进
行，所有这些改革尝试和努力，都
是为了进一步地实现司法公正。”陈
玉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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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刘星因涉嫌聚众扰乱

社会秩序罪被山东省潍坊市公安局潍城
分局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羁押于潍坊市
看守所。2016年11月，江天勇通过“电
报”煽动相关人员集体到潍坊市看守所
进行“声援”，并通过采取为刘星“存钱”
和转发《为爱前行，守望相助——709家
属关注潍坊被捕公民》等文章的方式进
行炒作，意图制造不良社会舆论，误导不
明真相的民众对司法机关产生不满。

在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江天勇表
示，从抓获至今，公检法等司法机关严格
依法办案，充分保障了他的合法权利。
他深知自己犯罪的严重性以及给国家和
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表示真诚悔罪并
愿意接受法律的处罚。他说：“通过今
天的庭审，使我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行为

已经构成犯罪，我对我以前的行为感到
既羞耻又悔恨。我深刻认识到自己实
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
度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我非常后
悔并从内心深处愿意认罪服法。我知
道我的违法犯罪行为既对不住国家和
社会，也对不住我的父母和妻子、女儿
等家人。恳请司法机关给我改过自新、
重新做人的机会，让我早日回到家人身
边，早日尽自己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
用实际行动弥补过去的错误。”

江天勇当庭否认所谓“酷刑”谣言并
承认其为“谢阳遭受酷刑”系列文章的幕
后炮制者和主要推手，他说：“在我的这

个案子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间，特
别是在我被指定监视居住期间，司法机
关严格依法办案，充分保障了我的合法
权利，没有对我刑讯逼供，更没有遭受酷
刑。”江天勇承认，为了收获更多的名利，
迎合境外势力炒作噱头而刻意策划了

“谢阳在羁押期间遭受酷刑”的一系列文
章，抹黑了中国政府和司法机关形象。

该案处理过程中，司法机关充分保
障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开
庭前，法庭组织控辩双方召开了庭前会
议，就审判有关问题听取了控辩双方意
见，组织控辩双方进行庭前证据展示。
庭审开始后，审判长向被告人、辩护人告

知了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依法享有的诉讼
权利。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依法讯
问了被告人，出示了书证、证人证言、视
听资料、电子数据以及被告人江天勇的
供述和辩解。被告人、辩护人对以上证
据进行了质证。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
双方就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和适用法
律等问题充分发表了意见。江天勇的辩
护律师针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情
节进行了辩护，并提出了建议对被告人
江天勇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

法庭宣布将择期宣判。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学者、职

业律师、江天勇家属、各界群众代表以及
来自境内外的媒体记者共 40 余人旁听
了庭审。庭审中法庭秩序井然。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新浪官方微
博对庭审进行了全程视频直播。

⇨⇨上接第一版 要正确把握“两学一
做”与中心工作的关系，坚持服务中
心、建设队伍，按照“党建+审判”

“党建+司改”的思路做好工作，使学
习教育与执法办案、司法改革深度融
合，通过学习教育提升审判质效、推进
司法改革。要围绕建好建强各级法院党
支部，选准配强支部书记和支委成员，
强化领导干部履行“一岗双责”责任，
落实和完善党支部工作制度，切实树立
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导向，充分发挥
好党支部教育管理监督党员的主体作
用。

调研中，徐家新深入了解司法改革
政策落实情况以及对推进队伍建设、
促进审判工作的实际效果。他指出，

各级法院要全面推进司法改革各项
政策落地见效，结合实际健全完善
司法改革配套政策，积极研究解决
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坚定
不移把司法改革进行到底。司法改
革激发了广大干警干事创业的积极
性，要把这种积极性保护好、引导
好，让广大干警在分享改革红利的同
时更加注重提高司法能力、提升审判
质效，让人民群众对司法改革有更多
获得感。

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是最高人民法
院党组今年部署的重点工作。徐家新
强调，要牢固树立强基固本的工作
理念，把基层基础建设摆在更加重
要的位置来抓。要积极推动审判力

量、经费保障、物质装备向基层倾
斜，注重解决基层法院审判力量特
别是审判辅助人员不足的问题，着
力提升基层法官“四个能力”，加强
双语法官培训培养，加大干警履职
保护力度，积极改善基层干警工作
生活条件，进一步做实做好关心关
爱干警工作。

调研期间，徐家新听取了内蒙古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兴安盟中级
人民法院、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
院工作汇报，实地考察了兴安盟中
院、锡林郭勒盟中院、阿尔山市人
民法院、霍林郭勒市人民法院、科尔
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阿力得尔人民
法庭、东乌珠穆沁旗人民法院乌拉盖
人民法庭，到西乌珠穆沁旗巴彦敖包
图嘎查看望巡回办案的法院干警和
农牧民，瞻仰参观了内蒙古人民代表
会议“五一会址”、内蒙古民族解放
纪念馆。内蒙古高院党组书记、院
长胡毅峰陪同调研。 （朱运德）

改善营商软环境 护航经济新常态
梁 冰人民法院应强化使命担当，主

动适应和服务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
境，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坚强有力
的司法保障。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
的若干意见》，就人民法院切实发挥审判
职能作用，为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营造
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加快
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更加有力的
司法服务和保障。

作为人民法院，我们应把审判工作
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

首先，加强分析研判，完善司法应
对，切实履行职责，改善营商、安商、固商
环境。回应企业关切，掌握企业需求。围
绕企业困境、科技水平、人才力量、发展

前景等提出司法服务方案，帮助解决企
业发展过程中的堵点、痛点。

其次，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法
保障经济发展新常态平稳发展。依法审理
涉及国有企业兼并重组案件，保障国有企
业改革顺利推进。积极开展破产审判工
作，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
帮助困难企业实现重整。依法审理涉及
股权、证券、期货、票据、保险等纠纷，维护
资本市场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依法审理
房地产纠纷案件，促进房地产市场规范有
序发展。妥善化解涉及农村土地“三权分
置”改革等纠纷，促进农村改革发展。

第三，通过法律的途径保护产权，推
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顺利进行。以民法总
则实施为契机，依法保护民事主体的财
产权利，落实产权保护制度，依法惩治侵

犯产权犯罪。要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刑
事犯罪，慎用强制措施，推进产权保护法
治化，把营商、安商、固商做到实处，为市
场主体营造有高度、有速度、有温度的投
资创业环境。

第四，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对
“四新经济”的司法保护。加强对“新技
术、新业态、新产业、新商业模式”的司法
保护，加大对“四新经济”侵权行为适用
惩罚性赔偿的裁判力度，解决侵权成本
低、维权成本高等问题。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人民法院应强化使命担
当，以积极有为的新姿态主动适应和服
务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为经济社会发展
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为经济稳定增长
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法治时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