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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月 26日电 （记者
王慧慧 侯丽军）国家主席习近平26日
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国际刑警组织
第86届全体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坚
持合作创新法治共赢 携手开展全球安
全治理》的主旨演讲，强调中国愿同各国
政府及其执法机构、各国际组织一道，高
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帜，共同构
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9时30分许，习近平步入会场，全场
响起热烈的掌声。

仪仗队护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国际刑警组织旗入场。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国际刑警组织会歌先后奏响。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了重
要演讲。他指出，国际刑警组织成立近
百年来，以增进互信协作、促进世界安全
为己任，遵循让世界更安全的理念，为凝
聚世界各国警方共识、深化国际执法安
全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中国自 1984 年恢复在国
际刑警组织合法席位以来，恪守国际刑

警组织宗旨，遵循国际刑警组织章程，不
断深化同国际刑警组织及其成员国警方
执法安全合作，为维护世界安全稳定作
出了贡献。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安全问题的
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加突出。安全
问题是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促进和平与发展，首先要维护安全稳定；
没有安全稳定，就谈不上和平与发展。
中国愿同各国政府及其执法机构、各国
际组织一道，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
的旗帜，加强警务和安全方面合作，共同
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就加强国际执法安全合作提
出4点主张。

第一，坚持合作共建，实现持久安
全。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全
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商量。安全问题
是双向的、联动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
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
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的责任。大国应该发
挥好自己的作用，同时要支持和鼓励其

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平
等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各国应该树立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
观，树立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以
合作谋安全、谋稳定，以安全促和平、
促发展，努力为各国人民创造持久的
安全稳定环境。

第二，坚持改革创新，实现共同治
理。要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朝着更
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的方向发
展。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要承担安
全治理的主体责任，同时要鼓励非政
府组织、跨国公司、民间社会积极参
与，形成安全治理合力。要改革完善
全球治理体系，提升安全治理效能，着
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
化、法治化，增加安全治理的预见性、
精准性、高效性。

第三，坚持法治精神，实现公平正
义。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
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国与国
之间开展执法安全合作，既要遵守两国

各自的法律规定，又要确保国际法平等
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更不能合
则用、不合则弃。要坚持和维护联合国
宪章以及国际刑警组织章程，认真履行
打击跨国犯罪公约和反腐败公约，不断
完善相关国际规则，确保国际秩序公正
合理、人类社会公平正义。

第四，坚持互利共赢，实现平衡普
惠。各方应该坚定奉行双赢、多赢、共
赢理念，在谋求自身安全时兼顾他国
安全，努力走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安全
之路。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
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要树
立正确义利观，大国要在安全和发展
上给予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更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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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

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国际刑警组织第
86 届全体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

《坚持合作创新法治共赢 携手开展全
球安全治理》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习近平出席国际刑警组织第86届全体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强调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帜 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报海口9月26日电 今天，最
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和信息中心在海南省
召开部分法院推进量刑规范化智能辅助
系统建设座谈会，现场观摩演示，总
结交流经验，研究推进量刑智能系统
建设工作。

量刑规范化改革历经十余年，全
国法院量刑思维和方法更加规范、科
学，量刑过程更加公开、透明，量刑
结果更加公正、均衡。规范量刑已成
为法官的自觉和常态，规范量刑的思
维已经延伸到其他案件和刑种。目
前，纳入量刑规范范围的常见罪名已
达 23 种，从拘役、有期徒刑扩大到罚

金、缓刑，案件数量占全国基层法院
刑事案件的90%左右。

多年来，由于受多方面条件的制
约，量刑规范化改革信息化建设相对
滞后。原来开发的量刑规范化办案辅
助系统已经满足不了工作的需要。各
地法院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及时优化系
统功能，提高智能化水平。量刑规范
化改革经过多年的试行、实施，积累了
非常丰富的量刑数据和数以万计的典
型案例，为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辅助
法官量刑创造了必要条件。随着人民
法院司法改革和“智慧法院”“数据
法院”建设的深入推进，给量刑规范

化改革带来了新的机遇。海南等地方
法院积极探索开发量刑规范化智能辅
助系统，利用人工智能助推量刑规范
化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这次召开
部分法院推进量刑规范化智能辅助系
统建设座谈会，标志着最高人民法院
正式启动开发建设量刑智能辅助系统
工作。这项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刑三
庭和信息中心共同牵头完成，计划用
二至三年时间构建一个完善的全国法
院量刑智能辅助系统，运用大数据、人
工智能辅助法官办案，从而实现量刑
现代化，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陈学勇）

最高人民法院立项开发建设量刑智能辅助系统

本报北京9月26日电 （记
者 李 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26
日在京分别会见来华出席国际刑
警组织第 86 届全体大会的比利
时副首相兼内政大臣让邦、白俄
罗斯内务部长舒涅维奇、巴基斯
坦内政部长伊克巴尔、美国司法
部常务副部长罗森斯坦、俄罗斯
内务部长科洛科利采夫和俄联邦
调查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雷金、塔
吉克斯坦内务部长拉希姆佐达、
哈萨克斯坦内务部长卡西莫夫。

会见让邦时，孟建柱说，恐怖
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只有
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才能有效防
范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活动。比利
时是中国在欧盟的重要合作伙伴。
双方要进一步加强执法信息交流、
司法协助等方面务实合作，推动中

比、中欧执法安全合作迈上新台阶，
共同维护两国和世界安全。

会见舒涅维奇时，孟建柱
说，中白有着兄弟般的友好关
系，两国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希望两国执法安全部门认真落实
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
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重大项
目安保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切实
维护中白两国安全和稳定。

会见伊克巴尔时，孟建柱
说，中巴是全天候的好朋友。中
方赞赏巴方为打击恐怖主义付出
的努力和作出的贡献。中方愿与
巴方进一步加强执法安全合作，
有效预防和打击恐怖犯罪、跨国
犯罪，为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把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为两国友好
合作示范性工程提供安全保障。

会见罗森斯坦时，孟建柱

说，中美携手应对全球安全新威
胁，对两国乃至世界至关重要。
首轮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即
将在华盛顿举行。希望双方认真
落实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会
晤达成的共识，把这次对话作为
加强双方良好合作的新开端，在
更广阔领域深入探讨交流、推动
务实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会见科洛科利采夫和巴斯特
雷金时，孟建柱说，习近平主席
与普京总统亲自推动和加强了对
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的战略引
领规划。希望两国完善国家间执
法安全合作机制，在维护政治安
全、反恐、“一带一路”建设安
保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进一
步提升合作水平，为维护两国和
地区安全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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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建柱会见来华出席国际刑警组织
第 86 届 全 体 大 会 的 外 国 代 表

郭声琨参加有关会见

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京集体会见了出席国际刑警组织第86届
全体大会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秘书长、执委及有关国家代表团团长。 郝 帆 摄 本报敦煌9月26日电 （记

者 罗书臻）今天上午，丝绸之
路（敦煌）司法合作国际论坛在
甘肃敦煌开幕，中华人民共和国
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强调，中
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院
要大力弘扬丝路精神，进一步深
化司法交流合作，不断拓展合作
领域，协力应对挑战，为促进中
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
社会共同发展和“一带一路”建
设顺利实施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
保障。

周强指出，2000 多年前，
我们的先辈筚路蓝缕，穿越草原
沙漠，开辟了一条联通亚欧非的
陆上丝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友好
交往的窗口，架起了一座东西方
合作交流的桥梁。这是一座开放
之桥、人文之桥和繁荣之桥，所
积淀的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成为各国开展交流合
作的重要理念。

周强指出，2013
年秋天，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

“一带一路”倡议，
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
应，全球100多个国
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
持和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取得一系
列重要成果。在今年
5月于中国北京成功举办的“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将“一带一
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
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
路，这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加强包括司法在内的各领域交
流合作、实现共赢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周强指出，随着“一带一
路”建设深入推进，中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经

贸、人文等各领域的合作更加密
切，跨国民商事纠纷、涉外诉讼
不断增多，需要各国在应对和打
击跨国犯罪、加强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开展司法协助等方面加强
合作。 ⇨⇨下转第二版

丝绸之路（敦煌）司法合作国际论坛在敦煌开幕 周强强调

大力弘扬丝路精神 深化司法交流合作
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林铎致辞

本报敦煌9月26日电 （记
者 罗书臻）今天上午，中华人
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
法院院长周强在丝绸之路 （敦
煌）司法合作国际论坛参加“法
治文化与司法改革”专题研讨时
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
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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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信息化建
设，大力加强法院队伍建设，努
力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
化，审判质量效率、法院队伍素
质和司法公信力全面提升。

周强表示，中华司法文明历史
悠久、源远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立足解决当代中国司法实践问题，
注重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不断丰富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
度。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全面深化
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作出重大部
署，人民法院工作迎来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 ⇨⇨下转第三版

周强在丝绸之路（敦煌）司法合作国际论坛上作专题发言时表示

深化司法改革 加强信息化建设和队伍建设
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本报敦煌9月26日电 （记

者 罗书臻）今天下午，丝绸之
路（敦煌）司法合作国际论坛在
完成各项议程后圆满落下帷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出席闭幕式
并致辞。周强指出，本次论坛的
成功举办，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院的相
互了解，将司法领域务实合作提
升到新的水平，希望以此次论坛
的成功举办为契机，进一步加强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司法交流合作，为维护地区安全
稳定，促进各国实现更好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甘肃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出席
闭幕式。

周强指出，本次论坛是在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
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务实合作
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举办的一次
司法高层论坛。大家就共同关
心的问题开展深入探讨，达成

广泛共识，进一步加深了各国
在司法领域的相互理解，将各
国司法领域的务实合作提升到
一个新的水平。

周强表示，这是一次成果丰硕
的论坛，与会代表深入开展交流磋
商，提出真知灼见，并开展多场双
边、多边会谈，有力推进了各国全
方位司法交流合作，对各国司法
关系发展和政治、经济、人文、安
全等各领域合作将产生积极推动
作用。 ⇨⇨下转第三版

丝绸之路（敦煌）司法合作国际论坛圆满闭幕
周强致辞 林铎出席

图为周强在丝绸之路（敦煌）司法合作国际论坛开幕
式上致辞。 孙若丰 摄

图为丝绸之路（敦煌）司法合作国际论坛开幕式现场。 孙若丰 摄

图为参加论坛的各国代表团团长合影。 孙若丰 摄

今日导读

中国—中亚西亚国家
法官交流培训基地成立

发挥“法信国际版”平台作用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让丝路司法合作花繁叶茂
（文见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