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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严剑漪 通讯员
张硕洋） 为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邹碧华
同志先进事迹所作的重要批示精神，继
电影 《邹碧华》 在北京首映后，日前，
该片在上海影城举行了上海首映式。首
映活动由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中共上
海市委宣传部、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
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共同指导，上
海高院政治部和上海电影 （集团） 有限
公司联合主办。首映式前，上海市委常
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董云虎，上海市委
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陈寅，上海高院
党组书记、院长崔亚东亲切会见了邹碧
华同志亲属以及电影主创人员。
据悉，电影 《邹碧华》 在沪首映

——海南法院推进环资审判改革纪实
吴春萍 方 茜
能，扛起司法担当，精心呵护海南的青
山绿水、碧海蓝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背景介绍
生态环境资源是海南的核心竞争
力。习近平总书记早在 2013 年视察海
南时就指出：“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
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最大本钱，必须加倍
珍爱、精心呵护。”海南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在全国率先提出了生态立省
的发展战略。海南法院从司法为大局服
务出发，2016 年 7 月启动环境资源审判
改革试点，试行环境资源案件跨流域、
跨区域提级集中管辖以及环境资源案件
刑事、民事、行政“三合一”归口审
理，建立了全省统一的环保资源司法鉴
定机构及专家名录，引入修复性司法，
取得明显成效。
今年 8 月 3 日，试点一年后，海南
法院全面推开环境资源审判改革。
9 月 22 日，海南省委七届二次全会
通过 《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 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的
决定》，“深入推进环境资源审判改革，
创新推进生态环境修复性司法长效机制
建设”的改革经验被写入省委二次全会
决定，激励全省法院进一步延伸审判职

打破藩篱 实行跨流域、跨区
域提级集中管辖
2017 年 7 月 18 日上午，海南第二
中级法院副院长杨挺在鹦哥岭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环境资源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一起环境资源刑事案件。
今年 1 月，王某在未取得狩猎证的
情况下，携带用射钉枪非法改装的枪型
物品及射钉弹、铁砂，邀朋友到鹦哥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狩猎。两人下山时被
护林员发现并扣押 1 把射钉枪 （经鉴定
为枪支）、210 粒射钉弹等。
经过两小时庭审，海南二中院依法
当庭作出一审判决，王某犯非法制造枪
支罪，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犯非法狩猎
罪，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 3 年，缓刑 5 年。
2016 年 7 月，海南高院在全省法院
司法改革试点工作中配套开展环境资源
审判改革。此次改革重点之一就是根据
河流自然流向和自然保护区的分布情
况，创新性地对海南五大河流域和两大
自然保护区发生的环境资源案件实行跨
区域提级集中管辖。
省内五大河流经市县环境资源案件
由海口中院、海南一中院、海南二中
院、三亚中院、陵水法院等 5 家法院跨
区域集中管辖。在环境资源保护任务较

重的鹦哥岭、霸王岭两个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设立巡回法庭，这两个保护区的环
境资源一审案件由海南二中院专门管
辖。
为什么要试行环境资源跨区域集中
管辖？集中管辖解决了跨区域案件分段
治理、各自为政、治标不治本等问题，
有利于在整体评估的基础上，统一司法
政策和裁判尺度，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弊
端，促进依法行政和审判公正。
长期以来，由于环境资源审判与行
政执法未能充分协同对接，环境司法触
角延伸不够充分，海南省部分破坏环境
资源案件，特别是数量较多且分散在山
区的非法收购、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犯罪案件可能存在着以罚代刑的情
况。
巡回法庭的设立，让审判工作重心
得以下移，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截至
今年 5 月 20 日，鹦哥岭、霸王岭两大自
然保护区环境资源巡回法庭已受理自然
保护区内发生的环境资源刑事案件 40
宗，一批环境资源刑事被告人被绳之以
法，以罚代刑的情况大幅度减少。
今年 6 月初，在最高人民法院“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民法院环境资
源审判成果展中，海南法院环境资源审
判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创新举措，特别是
环境资源案件实行跨流域、跨区域提级
集中管辖的做法，被作为地方法院环境
资源审判优秀成果重点推介。
据了解，环境资源案件跨行政区域

提级集中管辖将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
目前，海南高院正在筹备设立省二中院
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环境资源巡回
法庭、省一中院吊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环境资源巡回法庭，负责审理自然保
护区内发生的环境资源案件。

解决顽疾 建立全省统一鉴定
机构及专家名录
长期以来，环境资源案件存在着当
事人取证难、举证难，人民法院存在着
鉴定委托难、鉴定周期长、鉴定意见水
平不高等难题，成为制约环境资源案件
审判质量和效率的顽疾。
比如环境污染案件，诉讼过程需对
是否存在污染、污染与损害后果之间是
否存在因果关系及损失大小等问题进行
鉴定，而一般的鉴定机构无力完成。更
有甚者，受各种利益“牵制”，还可能
出现不同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截然
不同的现象。
“许多案件因无法确定因果关系及
损失大小，法院难以确定环境损害原因
和损害责任范围，公众的环境权益难以
保障。”海南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
曲永生表示。
同样，对于环境污染受害者来说，
搜集证据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拿水流
污染来说，污染源在哪里、是否有多个
污染源，让普通群众取证，几乎不可
能。
⇨下转第四版

革要求进行人员、机构、审判权运行方
式的改造，取得了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史上的重大突破。三是优化审判资源
配置，积极开展由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
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
“三合一”改革试点，以便更好地统一
和协调裁判标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的整体合力。陶凯元说，2014 年以
来，中国先后成立了北京、上海、广州
三个知识产权法院，以及南京、苏州等
十个知识产权法庭。目前，全国知识产
权法院正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重大
部署，积极打造审判工作亮点，构建多
元化技术事实查明体系，取得了卓有成
效的审判工作成果。
陶凯元高度赞赏两国法院在开展司
法合作项目、增进法官交流互访方面取
得的积极进展。她说，2010 年以来，中
德双方积极推进“中德省州法院法官交
流项目”
，使两国司法界交流合作关系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在两国司法界
产生了重要影响。最高人民法院愿意继
续加强与德国相关司法机构的交流，相
互借鉴有益经验，为深化双方在包括知
识产权审判在内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打下
良好基础。
潘森感谢陶凯元的会见，她表示，
愿与中国法院开展充分的交流与对话，
为推进两国知识产权领域的司法合作做
出进一步努力。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会见。

天津完成市以下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
精简机构 127 个 精简比例 35.2%
本报讯 近日，天津法院已完成市
以下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中级法院
设置 10 个审判业务机构、6 个非审判业
务机构，区法院设置 8 至 9 个审判业务机
构、4 个非审判业务机构，海事法院设置
7 个审判业务机构、3 个非审判业务机
构，铁路法院设置 4 个审判业务机构、2
个非审判业务机构，内设机构数量由改
革前的 361 个减至 234 个，精简机构 127
个，精简比例为 35.2%。据悉，截至 9 月
30 日，天津市以下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
革工作已全部落实。
在推进内设机构改革过程中，天津
法院坚持政治引领，强化政治站位，在思
想、认识和行动上始终与中央、市委、最
高法院的决策部署保持高度一致，切实
担起主体责任，发挥举旗定向作用，牢

牢把握内设机构改革的正确方向，把内
设机构改革作为推动业务骨干回归办
案一线、简化办案层级、落实司法责任
制的“必答题”，按照“机构精简是基础、
职能优化是关键”的工作思路，以审判
工作为中心，以基层法院为重点，
贯彻精
简效能、服务审判、依法设置、扁平化管
理和专业化建设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坚
持综合机构和业务机构同步改、机构精
简和职能优化相结合，综合衡量专业划
分、法官数量、人员编制、案件数量等基
本要素，紧紧围绕直辖市法院特点和审
判工作规律，正确处理内设机构改革和
办案组织建设的关系，着力构建科学合
理、职能划分明确、运行高效顺畅、符合
审判机关特点和审判权运行规律的内设
机构体系。
（吴玉萍）

党的十九大精神

本报北京 11 月 13 日电 （记者 李 阳） 11 月
10 日至 12 日，中央政法委机关举办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培训班，对机关处级以上干
部和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专题培训。中
央政法委秘书长汪永清在开班式上为机关全体
党员干部作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
题辅导。
培训班分六个学习小组，进行集中辅导、集
中研读、集中讨论。组织学员原原本本、逐段逐
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的报告等会
议文件，阅读指定辅导材料，联系思想工作实际
深入交流，撰写学习心得体会文章。培训期间，
以小组为单位开展了两次专题讨论，并作了大会
交流。
通过培训，大家进一步深化了对党的十九大
重要意义的认识，深化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地位和丰富内涵的认识，进
一步增强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
齐意识，增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大家表示，要始终在政治立场、
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更好地引领
和推动政法综治工作发展，为开创新时代政法事
业新局面作出贡献。
中央政法委机关领导在培训班小结时指出，
机关党员干部要以此次培训为契机，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这一首要政治
任务抓紧抓好，努力在政法系统走在前、作表率。
要以更加饱满的学习热情、更加积极的学习态度、
更加灵活的学习方式，不断加深对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理解领会，进一步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
夫，把学习成果落实到推动具体工作上去，做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表
率，做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的表率，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
署的表率。

最高法院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培训班开班

陶凯元会见德国北威州法官代表团一行
本 报 北 京 11 月 13 日 电 （记 者
曹雅静） 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
长陶凯元在京会见了以德国北莱茵-威
斯特法伦州 （杜塞尔多夫） 高等法院院
长安娜-约瑟·潘森为团长的北威州法
官代表团一行。
陶凯元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
民法院对潘森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并
简要介绍了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和知
识产权司法改革有关情况。她说，中国
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根据国情建立
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双轨
并行”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这个体
系中，法院的司法保护工作始终具有主
导性地位和作用，也是决定中国知识产
权保护水平的关键和核心环节。为此，
最高人民法院在改革完善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体系、健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
明晰保护标准、加大司法保护力度等方
面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重大成就。近年来，中国法院年均
受理和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超过 10
万件，2016 年受理各类案件达到了 17.7
万余件。
陶凯元向客人介绍，为适应现代社
会对于司法审判的需要，中国正在进行
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在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领域采取了三项重要改革措
施：一是调整提出了“司法主导、严格
保护、分类施策、比例协调”的知识产
权司法政策。二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
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并按照新的司法改

认真学习宣传
全面贯彻落实

共同体添砖加瓦。
”
曾参与过 《要件审判九部法》 编
写工作、现任上海长宁法院诉调对接
中心主任的卫晓蓓则表示：“邹院长
是上海法官的杰出代表，我作为长宁
法院的一员，将循着邹院长的足迹，
继续他未竟的事业，我想这就是对他
最好的纪念。
”
据悉，电影 《邹碧华》 正式在沪
上映后，上海高院已开始组织全市各
级法院进行专场观影，重温“燃灯
者”的感人事迹，号召全市法院干警
传承、践行、发扬邹碧华精神，以邹
碧华同志为旗帜、为榜样，坚定理想
信念，公正司法为民，做邹碧华式的
好法官、好党员、好干部。

中央政法委机关举办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培训班

用司法护卫青山绿水

后，反响强烈。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
俞卫锋流着眼泪看完了整部电影：
“我代表所有的上海律师感谢邹碧
华，他的一言一行践行了法治燃灯者
的信仰，他对律师的尊重我们永远不
会忘记。虽然他走了，但他的信仰也
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会继续践行他的
法治信念！
”
邹碧华生前带教的博士生唐豪臻
看完电影后感慨：“在荧屏上再次看
到邹师充满人格魅力的‘邹氏微
笑’，感觉恍如隔世。电影主题曲所
唱道的‘点心灯千百朵，百转千回走
过；一点一点闪亮，希望无穷’非常
感人，作为邹师的学生，我将继承他
的遗志，发扬他的精神，为法律职业

徐家新出席并讲话

11 月 13 日，河南省温县人民法院法官与县人武部专职调解员共同对军属单
小玲与邻居的相邻权侵权纠纷进行调解。近年来，该院积极探索涉军维权诉调
对接机制，对军人军属反映的矛盾纠纷采取现场咨询、联合调处、及时化解等
方式，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服役军人真正感受到社会的尊崇。图为调解
现场。
张世伟 梁小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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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 月 13 日电 今天上
午，最高人民法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集中培训班开班。最高人民法
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机关党委书
记徐家新出席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
他强调，人民法院广大干警要把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
治任务，把学习十九大精神作为提升
学习本领的第一要求，从党和国家工
作全局和法院工作长远发展的高度，
充分认识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十九大
精神的本质内涵和核心要义，切实用
十九大精神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
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实现新发展。
徐家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
时，
要求全党对十九大精神“来一个大
学习”
。十九大召开后，
最高人民法院
党组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及时组织传达学
习辅导，
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深入动员
部署。连日来，机关和直属单位各党
组织按照院党组统一要求，层层动员
部署，
迅速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热潮，
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要通过这
次机关全员轮训，进一步推动全院干
警的理论学习，将学习宣传贯彻工作
引向深入。
徐家新指出，
学习十九大精神，
关

斯人已去 遗泽长留
——追记深圳中院房产庭法官柯云宗
徐全盛 刘 晨
柯云宗走了，出乎所有人意料。
2017 年 9 月 9 日 10 时 19 分，担任广东
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房产庭审判
长、四级高级法官的柯云宗，在北京
大学深圳医院住院期间，因肺癌晚期
医治无效，
生命定格在了 44 岁。
而在住院之前，柯云宗给单位同
事及家人解释住院的原因是“肺炎”，
并不致命。甚至就在去世前一天，这
个坚守深圳中院审判一线 22 年的法
官仍在通过微信交代助理尚宇楠处
理一宗案件的财产保全工作。

在很多同事、校友的印象里，
柯云宗
为人低调、内敛、儒雅，
从不麻烦人，
是一
个古典式的谦谦君子，对待工作更是一
丝不苟，
兢兢业业。也因如此，
在深圳法
院、律师系统，很多人自发缅怀柯云宗，
或是在微信朋友圈发文，
或是写诗。
一切太过突然，但对柯云宗而言，
他始终坦然处之，甚至从未向家人朋友
提及过患病详情，并且似乎早已有了抉
择，正如他悬挂在办公室墙上的那块牌
匾——5 年前一名同事应其要求题写，
棕底黑字，
上书四字，
代表着他生活及工

作的座右铭，
为“一以贯之”。

他从未跟家人同事提及患病详情
柯云宗确诊肺部患病最早是在去
年三月，
在北大深圳医院，
他被检查出
“肺部有阴影”
，医生要求全休一个月，
但他担心已经排期的案件要开庭，没
来得及好好休养，同年 4 月 6 日便回到
工作岗位。当时，柯云宗并未告诉同
事及家人患病详情，只是称“感冒、发
烧”
。

键要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着力
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见实
效。要坚持读原文与深思考相结合，
将精读原文贯穿学习全过程，在此基
础上对十九大提出的新理念新观点新
举措进行理性深入思考，防止浅尝辄
止。要坚持全面与重点相结合，联系
地系统地全面地把握十九大报告理论
体系，
围绕“六个聚焦”
，深刻领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
十九大报告的精髓和灵魂。要坚持历
史与现实相结合，从我们党奋斗的伟
大历程和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乃至人类
历史长河中去思考领悟，多一些对党
情国情世情的现实思考，深入理解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要坚持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结合法院工作实
际抓好学习成果转化，
一具体就深入，
一深入就扎实，把十九大精神转化为
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
更好
地肩负起人民法院维护国家政治安
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
徐家新要求，参训学员要珍惜这
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从严自我要求，
遵
守参训纪律，
服从教学管理，
心无旁骛
地参与到学习中，
真正做到学有所获，
共同把培训班办成勤奋学习的示范
班、深入研讨的示范班、端正学风的示
范班。
⇨下转第四版

这之后，柯云宗也偶有请病假
就诊的情况，不过大多数的时间，
他都如往常一般，醉心于法院的工
作上面。直至今年 9 月，微信聊天
记录显示，9 月 3 日晚上 10 点多，柯
云宗告诉深圳中院房产庭庭长武
永庆，自己前一天因“发烧”到医院
就诊，拍片的结果是“胸腔积水”，
医生建议住院，想请假去医院再次
进行检查。
得到肯定答复后，9 月 4 日上
午，柯云宗去北大深圳医院就诊，10
时许，
他通过微信告诉武永庆，
诊断
结果是“肺炎”，确定住院了。当时
在微信中，
武永庆还提醒他要“好好
养病”
。不过，
柯云宗仍然惦记着工
作，他通过微信、电话，与多名同事
都保持着联系。 ⇨下转第四版

基层法官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