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关与法检联合签署指导意见

上海首创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衔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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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 1 月 12 日电 （记者 严
剑漪 通讯员 陈煜帆） 为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提出的深化依法治国实践要
求，进一步提高上海行政规范性文件质
量，不断提升制度环境软实力，优化
制度供给，今天，上海市法治政府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共同签
署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衔接工作
机制的意见”，旨在推动行政规范性文
件审查衔接工作。据悉，此次由行政
机关、法院、检察院三方共同建立规
范性文件审查衔接工作机制，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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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属首创。
近年来，随着上海市行政规范性
文件管理制度的逐步健全，文件数量
得到有效控制，文件质量也在不断提
高。与此同时，随着制度环境的变
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管理和审查面
临新的形势和任务。上海市法治政府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在充
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共同制定了
与之相适应的工作机制并形成了指导
意见在全市进行部署。
整个指导意见包括了六方面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决定 18 日召开十九届二中全会
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建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 1 月 12 日召开会议，研究修改
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
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 1 月 18 日至
19 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 《中共中
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稿
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
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

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十九届二中全
会审议。
会议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
的集中体现。现行宪法颁布以来，在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
程中、在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中发挥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我国现行
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
发展要求的好宪法。
会议指出，我们党高度重视宪法在

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坚
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
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把实施
宪法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突出位置，采
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
工作，为保证宪法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
政治和制度保障。
会议认为，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
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斗争和
根本成就，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
主义国家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政体，确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领导核
心、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奋斗目标，
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规定了社会主义法治原
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
原则，等等，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共同
意志和根本利益。我国宪法确立的一系
列制度、原则和规则，确定的一系列大
政方针，具有显著优势、坚实基础、强

郭声琨会见英国首相国家安全顾问塞德维尔
本 报 北 京 1 月 12 日 电 （记 者
李 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
法委书记郭声琨 11 日在京会见了英国
首相国家安全顾问塞德维尔。
郭声琨指出，中共十九大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吹响了新的集
结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再
次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为
加强中英各领域合作提供了新的历史机
遇、
指明了前进方向。希望双方执法安全
部门抓住机遇，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共
识，
深化反恐、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等合
作，
推动中英关系
“黄金时代”
深入发展。
塞德维尔祝贺中共十九大圆满成
功，表示愿同中方加强执法安全合作，
努力取得更多成果。
公安部部长赵克志、中央政法委秘
书长汪永清、国家安全部部长陈文清、外
交部部长助理李惠来参加会见。
1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
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北京会见英国首相
国家安全顾问塞德维尔。 郝 帆 摄

本 报 北 京 1 月 12 日 电 （记 者
王 俏） 2017 年是十二届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履职的最后一年。纵观这一
年，立法工作数量多、分量重、节奏
快，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这一年的立法
成绩显著。在重点领域有新法出台，在
立法质量上不断提高。今天，本报编辑
部梳理、总结了其中最受社会关注，特
别是与司法工作关系密切的 10 项立法
工作，并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

本 报 漳 州 1 月 12 日 电 （记 者
罗书臻） 今天，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公开宣判广东省委原常委、珠海市
委原书记李嘉受贿案，对被告人李嘉以
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二百万元；对李嘉受贿所得财物
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 审 理 查 明 ： 2001 年 至 2016 年 ，
被告人李嘉利用担任中共梅州市委副书

本报评出2017年度十大立法亮点
国人大代表、专家学者及人民法院法官
进行点评和解读 （详见四版）。
本报总结的 2017 年度十大立法亮
点分别为：民法总则、法官法等八部法
律、红十字会法、国家情报法、行政诉
讼法、民事诉讼法、国歌法、刑法修正

师事务所主任李亚兰，全国人大代表、
广西华宁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超，全
国人大代表、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彭长城，中国刑
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
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教授赵秉志，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葛
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
庭法官何琼阐释了十大立法的典型意义
及重大影响，并进行了精彩点评。

案 （十）、公共图书馆法、反不正当竞
争法。
应本报之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九三学社四川省委委员王明雯，全
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
孙宪忠，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龙电律

广东省委原常委李嘉受贿案一审宣判
记、梅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
共梅州市委书记、中共珠海市委书记、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等职务上的便利，为
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项目选
址、职务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

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
构成受贿罪。鉴于李嘉到案后，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
尚 未 掌 握 的 绝 大 部 分 受 贿犯 罪事实；
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
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
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
上述判决。

或者通过其侄子李林等人，非法收受上
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
币 2058.846303 万元。
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
人李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

大生命力，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贯
彻。
会议指出，宪法修改是国家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党中央从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
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推
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为更
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需要对
宪法作出适当修改，把党和人民在实

统一裁判尺度 规范法律适用
本报讯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第
二次行政法官专业会议在国家法官学
院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
副院长江必新出席会议并讲话。
江必新指出，最高人民法院行政
法官专业会议是在行政审判领域与司
法责任制改革相配套的一种重要机
制，在当前行政审判职能分由巡回法
庭和本部多个部门行使的情况下，该
机制对于统一裁判尺度、防止“同案
不同判”，提升行政审判工作质效，
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该机制目前正
在试行，要积极探索，不断完善，把
这个平台建设好，使其真正发挥作
用。
江必新要求，首先，要把行政案
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尤其是重大、
疑难、复杂的问题，及时提交专业会
议讨论，形成共识，并且要从中归纳

本报讯 （记者 罗书臻） 1 月
11 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
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会
见了沙特司法大臣萨默阿尼一行。
李少平代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
强，欢迎萨默阿尼一行来访，并向客
人介绍了中国司法改革的有关情况。
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法院深入推进司
法体制改革，加快智慧法院建设，取
得明显成效。在改革过程中，中国法
院完善组织体系，深化司法责任制，

1 月 12 日，河南省方城县人民法院执行干警来到方城县杨集乡唐楼村西桃园
组，将 3 万余元执行款送到农民工牛某家中。牛某对法院能够快速执行案件并把执
行款及时送到家中的举动连声道谢。
程远景 摄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
革，不断加强司法的人权保障。通过
司法改革和信息化建设，加强现代科
技与司法的深度融合，中国法院有效
破解审判体制机制中出现的难题，队
伍素质不断提高，审判质量效率和司
法公信力不断提升。
萨默阿尼感谢李少平的会见，表
示愿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司法领域交流
合作，促进两国关系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有关部门
负责人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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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小康 本报通讯员 邓金凤

“我们感情已经破裂，孩子我不抚
养，婚一定要离。”2017 年 12 月的一
天，家事调解员张鼎渝还想再多了解当
事人感情“症结”，情绪激动的原告周
某便匆匆挂断了电话。
“无论是电话调解，还是上门调
解，吃‘闭门羹’是常有的事。但我并
不放弃，只要有希望，就会想方设法修

总结，提炼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裁判
规则，条件成熟时，要争取集中发布
一批指导性案例。其次，要进一步完
善议题提交等相关机制。对于涉及权
利保护、重大公共利益或者广受社会
关注的问题，要尽快召开会议。其
三，要坚持巡回法庭的职能定位和工
作分工，对于司法政策性文件，宜由
本部在征求各巡回法庭意见的基础上
统一发布。其四，要坚持“让审理者
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会议的意见
可以作为办案参考，但不能替代合议
庭或者主审法官的意见。
在本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行
政审判庭有关负责同志和 6 个巡回法
庭行政主审法官对八项涉及法律适用
的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达成了诸多
共识，取得积极成效。
（李小梅）

李少平会见沙特司法大臣萨默阿尼

——重庆江北法院家事审判掠影
调解员个性化方案修复亲情

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
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
党中央决定用一次全会专门讨论宪法
修改问题，充分表明党中央对这次宪
法修改的高度重视。
会议认为，这次宪法修改要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体现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
求，推动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展，
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
宪法保障。
会议强调，宪法修改必须贯彻以
下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正确政治
方向；严格依法按照程序进行；充分
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识，确保反映
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坚持对宪
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的原则，做
到既顺应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求，又
遵循宪法法律发展规律，保持宪法连
续性、稳定性、权威性。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江必新在最高法第二次行政法官专业会议上要求

引入家事调解员 修复亲情定制式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婚姻是家庭的基
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
的和谐幸福，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市江北区人
民法院以家事审判改革为契机，探
索引入家事调解员，开展定制式亲
情修复，帮助更多人实现家庭和谐
幸福。

机制，分别是“意见征询机制”“会
商通报机制”“涉诉材料共享机制”
“协同配合机制”“数据平台对接机
制”“业务培训交流机制”。通过建
立衔接紧密、运转顺畅、良性互动
的规范性文件审查工作衔接机制，
有利于解决规范性文件制定及审查
方面遇到的突出问题，全面推动规
范性文件质量的提升；有利于形成
司法监督与行政监督的合力，共同
推进依法行政，推动严格司法；有
利于提升制度环境软实力，保障人
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复‘带裂痕’的感情，挽救出问题的
家庭。
”张鼎渝说。
第二天一大早，张鼎渝决定登
门，并走访原、被告居住地、工作单
位等，了解在亲人和同事眼里当事人
的性格、情感等状况。
夫妻俩都属于典型的冲动型性

格。经了解，2015 年，他们的孩
子出生后，双方常因孩子抚养、婆
媳关系等生活琐事发生争吵，夫妻
关系因此出现裂痕。
“作为江北区法院特聘家事调
解员，我还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在
调查了解情况基础上，我对当事人
成长背景、性格特征、身体状况、
心理状况、社会功能评价等方面做
了精细的心理测评。经过综合评估
当事人心理预期、心理健康、情感
需求、内心诉求等因素，我认为双
方感情并未完全破裂，于是制定了
个性化亲情修复方案。”张鼎渝介
绍说。
⇨下转第二版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