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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声琨会见白俄罗斯
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斯诺普科夫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委员长会议 11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决
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6 月 19 日至 22 日在北京举行。栗战书
委员长主持会议。

委员长会议建议，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次会议的议程是：审议电子
商务法草案、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审议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关
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草
案的议案，中央军委关于提请审议关于
中国海警局履行海上维权执法职权的决

定草案的议案等。
委员长会议建议的议程还有：审议

国务院关于2017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
查和批准2017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
关于2017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
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深入推进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研究处
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执法检查报
告及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
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统计法实
施情况的报告；审议栗战书委员长访问
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情况的
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
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

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
秘书长杨振武就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议
程草案、日程安排意见等作了汇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
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
作委员会负责人就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有关议题作了汇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建
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
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
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
出席会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6月19日起举行
将审议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等

□习近平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万
众一心 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李克强作出批示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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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 月 11 日电 （记者
李 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
法委书记、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中方
主席郭声琨 11 日在京会见白俄罗斯总
统办公厅副主任、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
会白方主席斯诺普科夫。

郭声琨说，习近平主席关于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以及在上合
组织青岛峰会期间同卢卡申科总统达成
的诸多共识，为中白扩大合作开辟了广
阔空间。希望双方发挥好合作委员会机

制作用，深化经贸、科技、安全、人文
等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把两
国元首共识转化为更多实际成果，造福
两国人民。

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高度重视发
展对华关系，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发展。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中国驻
白俄罗斯大使崔启明、商务部副部长钱
克明、外交部部长助理张汉晖，白俄罗
斯驻华大使鲁德参加会见。

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
会中方主席郭声琨在北京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中白政府间合作委
员会白方主席斯诺普科夫。 郝 帆 摄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首次列席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抗诉案件
周强张军讲话

本报北京 6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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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人民法院会见了比利时最高法院院长
德克特一行，并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
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比利时王国最高法
院司法交流与合作谅解备忘录》。

周强对德克特院长一行来访表示欢
迎。他说，中比两国传统友谊深厚，近年
来两国交往日益密切，司法领域交流是
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方面，德克特院长
此次来访必将进一步加强两国最高法院
的联系，开启两国司法交流合作新篇章。

周强向客人简要介绍了中国法治建
设和法院工作情况。他说，今年3月，

中国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
过宪法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具有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各级法
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
强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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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依
法履行着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重要职责。

周强表示，当前，中国法院正在深
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
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人民
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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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强会见比利时最高法院院长德克特
双方签署司法交流与合作谅解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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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献策达共识 合力攻坚执行难
——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发言摘登

（文见二、三版）

本报北京 6 月 11 日电 （记者
罗书臻） 今天下午，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首席大法官周强主持召开最高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最高人民检察院
提出抗诉的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首席大检察官张军首次列席会议并
讲话。

周强指出，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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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政
法委领导下，人民法院深入贯彻落实党
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决策部署，
积极推进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大力深
化司法公开，全面加强信息化建设，审
判委员会工作的规范化、智能化、阳光
化水平显著提升，促进了司法为民、公
正司法。

周强指出，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是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
的一项重要法律监督职能。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首次列席最高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对于进一步完善检察长列席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具有重要意
义，必将推动这项工作实现新的发展。
长期以来，全国各级法院和检察院认真
贯彻落实此项制度，为保证法律统一正
确实施、共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
了重要作用。全国各级法院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规定，自觉接

受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在诉讼活动中坚
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确
保严格公正司法。要深化司法体制改
革，坚定不移推进审判委员会制度改
革，认真落实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共同维护司法公
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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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军在讲话中表示，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列席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政法思想、维护司法公平公正
的重要举措，是检察机关履职的重要
方式，是落实“两高”《关于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会议的实施意见》的应有之义。
张军指出，我国宪法规定，检察

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诉讼活
动中，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是分工负
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检
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要做被监
督机关的诤友、益友而不是损友。我
们都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以人民为
中心，为了人民群众和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的根本利益，为了维护宪法法律
权威和维护公平正义而履行法定职
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
指示精神，做到在党委领导下，人大
支持、政府满意、人民群众发自内心
地认同，要靠监督机关和被监督机关
一起努力。

张军强调，各级检察长列席法院
审判委员会，要起到以上率下的作
用。在列席过程中，要及时发现抗诉
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总结抗诉监督
工作经验，不断提升每一起抗诉案
件办理质量。必须认识到，检察机
关法律监督工作努力做到位，审判
工作的成绩也是检察工作的成绩，
反之，审判工作的问题往往也是法
律监督工作的问题。要建立与各级
法院之间协调、积极的工作关系，
真正做履行法定职责的诤友、益
友，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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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孙若丰 摄

周强与比利时最高法院院长德克特签署司法交流与合作谅解备忘录。
孙若丰 摄

本报北京6月11日电 今年是
“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
工作的决胜之年，为进一步加大精
准攻坚力度，及时发现并解决工作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如期打赢

“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最高
人民法院组成了7个巡查组，自6月

开始对全国法院进行为期4个多月的实
地巡查工作。目前，各巡查组已经奔赴
各地开展工作。

此次巡查，以“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目
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
步聚焦制约破解执行难的体制机制性问

题，坚持问题导向，对照基本解决执行难
“四个基本”的目标要求，结合“人民法院
基本解决执行难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
中的主要内容，对有财产执行案件、无财
产可供执行案件、信访案件的办理情况，
以及执行规范化、信息化建设和工作效
果真实性等方面进行深入检查。

此次巡查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周强部署指挥，其他院领导
分工负责、分片协调。此次巡查经过前
一阶段的筹备、培训，已于6月10日分
成7个组正式展开工作，通过巡查将进
一步推动全国法院加大执行工作力度，
更新执行管理理念，健全体制机制，规
范执行行为，完善解决执行难的长效机
制，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确保如期
兑现最高人民法院对党和人民作出的

“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
庄严承诺。 （万会峰）

本报哈尔滨6月11日电 （记
者 段春山 通讯员 张洪涛） 日
前，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全省
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雷霆行动”首
周执行战报，6 月 1 日至 7 日，全省法
院开展了“集中打击周”活动，司法拘
留1383人，罚款962万元，促使被执行
人主动履行债务2.06亿元。黑龙江省
广播电视台连续一周跟踪执行，进行
了电视直播报道，2000余万网民在线
围观点赞。据悉，自6月11日起，黑龙

江法院将从“集中打击周”转到“案款发
放周”专项行动。

据了解，黑龙江高院组织开展的
“基本解决执行难”“雷霆行动”，对重
点案件实施集中攻坚，是黑龙江省委政
法委今年5月出台的《坚决打赢“基本
解决执行难”攻坚战的工作意见》确定

的十项举措之一。意见提出要通过采取
提高认识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
难”、迅速启动“雷霆行动”、加大拒执
违法犯罪打击力度、全面落实对失信被
执行人的惩戒措施、加强执行能力建
设、扎实开展执行质效评估、持续督导
检查、加大执行工作宣传力度、强力正

风肃纪、压实落靠领导责任十项措施，
动员和组织全省各方力量决战决胜“基
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

同时，黑龙江高院、省检察院、省
公安厅还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建立打击拒执犯罪联席会议制
度，对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非法
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以及妨碍公
务等行为，依法采取措施，敢于亮剑，
主动出击，形成强大合力和高压态势。

基本解决执行难 坚决打赢决胜仗

最高法开展“基本解决执行难”专项巡查

黑龙江：“雷霆行动”司法拘留1383人
厦门海事法院为实现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近日开展海上扣

船、陆上扣车的“双线”出击扣押行动，自5月29日实施行动以来，已扣押
船舶16艘、汽车3辆。图为6月11日，在法院强大的威慑力面前，失信被执
行人陈某从福建平潭驾驶一辆大众进口汽车行驶250多公里到厦门海事法
院，主动将车辆送上门让法院扣押拍卖。

梅贤明 朱忠宝 摄

五百里“送车”上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