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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委常委会听取云南高院党组工作汇报时强调

切实增强工作前瞻性预见性主动性

传媒专家座谈会发言摘登
（文见二版）

今
日
导
读

郭声琨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精神

张立勇向河南人大报告工作

积极履职尽责 着力提升公信

本报北京 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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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日主持召开中央政
法委员会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重
要讲话和全会精神。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
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在新时代推进全面
依法治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全会审议通
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
的建议》，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
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
本法，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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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
用，具有重要意义。各级政法机关要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深刻领会宪法修
改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始终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自觉做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
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会议强调，政法机关要带头学习宣
传宪法、尊崇实施宪法，坚持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保障宪法法律正确实
施，切实维护宪法权威。要结合国家机
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

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
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宣传教育，引导
人民群众发自内心拥护、信仰宪法。

中央政法委委员周强、曹建明、赵
克志、汪永清、陈文清、张军、陈训
秋、宋丹、黄明出席会议。

1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讲话。 郝 帆 摄

本报讯 （记者 茶 莹 通讯
员 杜晓蕾）近日，云南省委常委会听
取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理
院长侯建军的工作汇报，充分肯定云南
高院党组工作，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
求。

云南省委指出，2017 年，云南高
院党组认真贯彻党中央和云南省委决策
部署，围绕全省工作全局履职尽责，保
证了党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
实，推动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
效，切实发挥了把方向、管大局、保落

实的重要作用，为推动云南跨越式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云南高院
充分发挥党组的领导作用，严格贯彻
民主集中制，自觉履行管党治党主体
责任，加强党组自身建设，坚持不懈
正风肃纪，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发挥了
表率作用。云南省委对云南高院党组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云南省委强调，2018 年是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云南高
院党组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正确

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确保令行禁止、政令畅
通；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切
实增强工作前瞻性、预见性、主动
性，尽职尽责、勇于担当，着力破解
难题、补齐短板；要大兴调查研究之
风，提高决策和执行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以锐意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状
态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各项决
策部署落地生根。各级党委要加强和
改善对法院工作的领导，为法院履行
职能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福建省高级人民
法院领导铿锵有力的话语道出了全省
一万多名法院干警的心声。

党的十八大以来，福建法院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坚持严格公正司法，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积极创新和完善司法
便民利民措施，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福建法院广大干警真正把便民利民

惠民措施落实到了执法办案各环节，落实
到了新时代福建发展征程中。”全国人大
代表、人民法院监督员林欣欣由衷赞叹。

全力服务大局——让发展成
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2017 年 11 月 20 日，福建安溪铁观
音集团 200 多名员工以及相关债权人、

供应商、销售商们喜气洋洋，正在举行
的财产与营业事务交接仪式标志着公
司重整工作取得了圆满成功。相较于
破产清算，他们在重整中可以实现的
债权达到4.3倍。

与他们一样高兴的还有泉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庭的法官们。自
2016年1月受理安溪铁观音集团重整
案以来，在党委政府和相关方面的大
力支持下，经过 23 个月的努力，安

溪铁观音集团这棵濒临破产的“老
树”终于又萌发出了“新枝”。

“福建法院积极推进破产重
整，化解风险和矛盾，营造了良好
的营商法治环境。”福建省工商联
负责人高兴地说。

近年来，中央支持福建加快发
展，平潭综合实验区、福建自贸试
验区、海丝核心区、福州新区、福
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等多区叠加，激发了
福建发展的无限活力和强劲动力。

进入新时代，站在新起点，如何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司法服
务，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
人民群众，成为福建法院全体干警的
不懈追求。 ⇨⇨下转第四版

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福建法院服务保障民生纪实

陈 镇

本报郑州1月26日电 （记者
冀天福）今天上午，河南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
全体会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张立勇作法院工作报告。

报告全面总结了河南法院五年来
的工作成绩和经验。五年来，全省法
院共受理案件 5170498 件，审执结
5002735 件，同比上升 98.9%、98.2%，
其中省高院受理案件 56940 件，审执
结 51739 件，同比上升 86.5%、83.6%。
2017 年全省法院受理案件 1782538
件，审执结 1614826 件，同比上升
32.3%、37.4%，收案数全国法院第
四，增量全国法院第一，其中省高院
受理案件 19661 件，审执结 14462

件，同比上升24.1%、12.5%。
河南法院立足审判站位全局，紧紧

围绕打好“四张牌”“三区一群”建设
和农村脱贫、国企改革、环境治理、发
展转型，出台6个规范性意见，制定50
余项服务举措，积极参与“三煤一钢”
重整重组、农信社改制等重点工作，审
执结相关案件2.2万余件。办案质效不
断提高，服判息诉率90.1%，同比上升
3.5%；审限内结案率99.9%，同比上升
1.1%；发回改判率 1.9%，同比 下 降
1.2%；平均审理期限 53 天，缩短 27
天。同时，人民陪审员制度等 9 项改
革在全省先行先试，行政案件异地管
辖、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开创全国法院
先河。

梁明远向甘肃人大报告工作

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本报兰州 1 月 26 日电 （记者

潘 静）今天上午，甘肃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梁明远在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
工作报告，全面总结了甘肃法院五年来
的工作成绩和经验。

五年来，甘肃全省法院共受理案件
136.07万件，审（执）结131.81万件，与前
五年相比分别上升 77.48％、72.78％。
全省法院共执结执行案件30.62万件，清
理历年积案 5.5 万件，执行到位金额
453.03亿元，涉党政机关积案清理连续5
年提前完成任务，最高人民法院挂网督
办的执行信访案件连续6年100%化解。

五年来，甘肃各级法院努力打造富有
甘肃特色的法院工作经验：认真贯彻新发
展理念，出台《关于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为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的意见》；主动参与祁连山生态环境保
护整治工作，出台为推进甘肃生态文明
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服务保障等
意见；成功承办了“丝绸之路”（敦煌）司
法合作国际论坛，有力促进“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司法合作交流；最高人民法院
在甘肃省法官学院设立中国—中亚西
亚国家法官交流培训基地，承担对中
亚、西亚25个国家的援外培训和专题交
流任务；创新双语法律人才培养培训机
制，深入开展民族法制文化与司法实践
研究。

索达向西藏人大报告工作

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本报拉萨1月26日电 今天，西

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索达在自治
区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法院工作报
告。

报告显示，过去五年，全区法院认真
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治藏方略，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创
造性地实施“12341”工作思路，全区共受
理各类案件 118814 件，审执结 113842
件，同比分别上升20.97%、16.79%，年均
结案率保持在95%以上。其中，2017年
受理各类案件 23002 件，审执结 20809
件，审限内结案率达99.4%。

五年来，西藏法院牢固树立总体国
家安全观，坚决打击一切渗透分裂破坏
活动，审结刑事案件 7870 件 9914 人，

同比分别上升8.02%、20.18%，审结
职务犯罪案件233件274人。立足国
家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保护和第三极国
家公园建设，组建环境资源专业审判
机构和审判团队，审结涉山水林田湖
草等环境资源案件202件，审结破坏
环境资源犯罪案件193件，保障美丽
西藏建设。紧紧抓住司法责任制改革
这个“牛鼻子”，组建 192 个审判团
队，法官人数比改革前减少30.31%，
人均办案数增长82.46%，涉诉信访案
件下降34.62%。依托信息化建设提升
审判质效，全区法院已建成175个科
技法庭并投入使用，西藏智慧法院建
设实现“弯道超车”。

（任卫军）

巴哈尔古丽·赛买提，女，维吾尔
族，1960年6月生，新疆乌什人，1986年

7月入党，1977年8月参加工作，全国法院
干部业余法律大学法律专业毕业。

1978 年在新疆政法干部学校司法
专业学习，1980年起在阿克苏地区中级
人民法院任书记员、助审员、审判员、副
庭长；1996 年任阿克苏市委常委、纪委
书记，2001年任阿克苏地区司法局党组
副书记、纪检组长，2002 年任阿克苏地
区计生委党组书记、副主任，2005 年任
阿克苏地区行署副专员，2007年任阿克
苏地委委员；2009年任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副书记、
主任，2014年任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2018年1月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
长、代院长，同月当选为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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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尔古丽·赛买提简历

巴哈尔古丽·赛买提当选新疆高院院长
本报乌鲁木齐1月26日电 （记者 王书林 通讯员 刘运琦）今天，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巴哈尔古丽·赛买提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图为“用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专家座谈会会议现场。 孙若丰 摄

本报北京1月26日电 （记者 乔文
心）今天下午，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用两到三
年基本解决执行难”专家座谈会，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周强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强调，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政
法工作会议精神，不断提升执行工作规范化、
信息化、专业化水平，广泛凝聚智慧和力量，
攻坚克难，坚决如期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
场硬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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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

座谈会上，张文显、王利明、黄进、姜
明安、陈卫东、王卫国、马怀德、周珂、葛
洪义、朱景文、左卫民、蔡立东、龙卫球、
张新宝、赵旭东、姚辉、龙翼飞、叶林、刘
俊海、王亚新、李浩、汤维建、薛刚凌、湛
中乐、刘作翔、于安、王敬波、洪道德、范
健、扈纪华、高圣平、肖建国、樊崇义、张
卫平、程啸、马登科、吴春岐、蒋大兴、郭
雳、徐卉、林剑锋、喻中、黄卉、翟远见等
专家代表围绕人民法院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
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如何
补齐短板、改进工作等进行了发言。周强感
谢各位专家学者多年来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
的关心支持，并表示将认真梳理，充分吸取
大家的真知灼见，不断加强和改进人民法院
执行工作，更加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更好地
满足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

周强指出，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直接
关系到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切实解决执行
难，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最
高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中央政法
委决策部署，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走信息化之路，
大力加强执行规范化建设，向执行难全面宣
战，推动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取得重大进
展，执结率和执行实际到位金额显著提高，
人民群众获得感明显增强。

周强强调，2018 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
的攻坚之年、决胜之年，人民法院任务艰
巨、责任重大。各级法院将切实增强责任
感、使命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巨
大优越性，在党中央及中央政法委领导下，进一步深化执行体制、机制及管理
模式改革，狠抓执行质效提升，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要把解决执行难的实
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作为执行难是否解决的根本标准，以执行规范化为抓手，
以信息化建设作为提升执行体系和执行能力现代化的助推器，完善失信联合惩
戒制度，着力建立执行工作长效机制，形成良性循环，让“执行不难”成为常
态。要确保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切实得到执行，对确无财产可供
执行的案件，做到工作更严格、更规范、更公开，不断提升人民法院司法公信
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下转第四版

本报杭州 1 月 26 日电 （记者
孟焕良）为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精神，今天，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集中
与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浪潮集
团、安存科技等 17 家相关政府管理部
门、法律数据服务商、互联网平台、
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信运营商及
司法信息化开发企业等签订一揽子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合力打造智慧法院
建设生态体系。

根据协议，浙江高院将引进原创
性、前瞻性、颠覆性技术，力争在裁
判经验自动提炼、裁判文书语义分
析、人机交互诉讼服务、执行线索智
能化挖掘、音视频情感分析、司法知

识库构建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合
作建设若干联合研发中心，积极推进
实战应用智能化，构建智能立案、智
能送达、智能审判、智能执行的办案
新模式，增强对海量案件的深度学习
能力，提高对案件事实、争议焦点、
法律适用的类脑智能推理水平，促进
类案同判。同时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
享的数据治理格局，大力推进与政府
部门管理、公共服务机构、互联网平
台的数据资源整合和集成应用，构建
浙江法院数据资源智能服务体系。推
动服务事项跨区域远程办理、跨层级
联动办理、跨部门协同办理，提高司
法供给质效。

浙江打造智慧法院生态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