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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3日电 （记者 何
艳芳） 7月2日至3日，“一带一路”法
治合作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国务委员
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
旨演讲，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作特别
致辞。论坛发表了《“一带一路”法治
合作国际论坛共同主席声明》，进一步
明确了“一带一路”法治合作目标和原
则，初步构建了“一带一路”法治合作
伙伴网络，强调要加强“一带一路”建
设促进国际法治、遵守和完善有关国际
规则体系、积极预防和妥善解决有关争
端、深化“一带一路”法治交流。

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五年来，合作成果
丰硕，进展超出预期，国际社会广泛
欢迎。这是因为“一带一路”坚持以
平等互利为原则，以合作共赢为目
标，以开放包容为宗旨，以对接发展
为途径，以规则法治为基础。我们认
为，规则法治既是“一带一路”走向
世界的通行证，也是应对风险挑战的
安全阀。我们既要推进“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也要加强

“一带一路”规则、标准的“软联
通”，不断完善“一带一路”法治保
障体系，深化“一带一路”法治交流
与国际合作。中国将出资实施“‘一

带一路’法治合作研修项目”，支持
“一带一路”沿线国法治能力建设和
国际法律人才培养。

王乐泉表示，2013 年，习近平主
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在
全球掀起合作共赢的热潮。作为社会
治理和全球治理最可靠最有效的方
式，法治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
的共同追求。中国法学界、法律界要
服务和配合“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重
大发展战略和外交工作大局，积极推
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学界、法
律界的交流与合作，为“一带一路”建
设提供法律支撑。 ⇨⇨下转第二版

“一带一路”法治合作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

本报北京7月3日电 （记者 罗
书臻）今天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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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院会见了摩洛哥王国最高司法权委
员会主席、最高法院院长莫斯塔法·法
拉斯一行，双方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
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摩洛哥王国最高法
院司法交流与合作谅解备忘录》。

周强对莫斯塔法院长一行表示欢
迎。他说，中摩两国具有传统友好关
系，两国司法界保持着密切交往，相信
莫斯塔法院长此次来访必将进一步深化
双方交流合作，促进中摩关系实现新发
展。

周强简要介绍了中国的法治建设和
司法改革有关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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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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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司
法体制改革，大力推进司法公开，加快
建设智慧法院，着力构建开放、动态、
透明、便民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
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审
判质效、队伍素质和司法公信力得到提
升，促进了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周强表示，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愿意
同摩洛哥最高法院进一步加强交流合
作，共同为两国在各领域友好交往和互
利合作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推动
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莫斯塔法感谢周强的会见，对中国
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各领域迸
发的活力感到钦佩，表示愿意敞开大
门，深化两国司法交流合作，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更好地造福两国人
民。

图为周强与莫斯塔法共同签署《中
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摩洛哥王
国最高法院司法交流与合作谅解备忘
录》。 孙若丰 摄

周强会见摩洛哥王国最高司法权委员会主席、最高法院院长莫斯塔法
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

本报北京7月3日电 （记者 孙
航）今天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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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院会见了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办公
厅副主任瓦列里·米茨克维奇一行。

周强对米茨克维奇来访表示欢迎，
并简要介绍了中国法治建设和司法改
革有关情况。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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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人民法院工作发生深刻变革，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不断增
强。当前，中国法院正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
责，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大力加
强智慧法院建设，切实推进法官队伍
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促进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

周强表示，中白两国建交以来，务
实合作深入发展，人文交流日益密切，
两国法院之间也一直保持良好合作关
系，取得一系列积极成果。随着两国友
好关系不断发展，人员和经贸往来更加
频繁，两国司法机关应进一步深化合
作，在司法改革、智慧法院建设和法官
培训等方面加强交流互鉴，更好地发挥
职能作用，切实维护两国公民和企业权
益，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造福
两国人民。

米茨克维奇感谢周强的会见，并高
度评价中国在法治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
就。他表示，愿意推动两国司法领域开
展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两
国在司法改革等方面的经验交流，共同
服务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两
国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周强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米茨克维奇

图为周强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米茨克维奇。 孙若丰 摄

本报北京7月3日电 （记者 孙
航）今天，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培训班正式开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江必新出席并作主旨演讲，强调要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发
挥审判职能作用，为生态文明建设、美
丽中国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江必新指出，环境司法是国家环境
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环境资源审判在
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
来，全国各级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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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党中央关于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
署，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依法
妥善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为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江必新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为
什么要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怎么建设生
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对司法的需求等
方面作了阐述。江必新强调，各级法院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牢固树立新时代环境资源司法理念，维
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坚守环境和生
态正义。要立足审判实际，严格公正司

法，有效制裁破坏生态文明建设的行
为，监督强制各类主体履行生态环境保
护的义务与责任。要深化环境资源审判
体制机制改革，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体制
制度机制建设，推动环境治理体系不断
完善，培养引领文明绿色低碳的生产生
活方式。

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洛朗·法比尤

斯、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
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出席开班式并作
主旨演讲。芬兰最高行政法院副院长卡
瑞·库斯涅米、巴西国家最高法院大法官
安东尼奥·本杰明、南非最高上诉法院大
法官楠比萨·丹布扎、巴基斯坦最高法院
大法官赛义德·沙阿、巴基斯坦拉合尔高
等法院法官贾瓦德·汉森、澳大利亚新南
威尔士土地和环境法院首席法官布莱
恩·普雷斯顿、美国夏威夷最高法院大法
官迈克尔·威尔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法
律和公约司司长伊丽莎白·莫勒玛、欧洲
环保协会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桑顿、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驻华首席代表涂瑞和、欧
洲环保协会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龙迪出
席开班式，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负责
人、培训班300余名学员参加开班式。

江必新在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培训班上强调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本报长沙 7月 3日电 今天上
午，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最高人
民法院执行局、湖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联合长沙广播电视集团新闻中心
举办第 9 期“决胜执行难”全媒体
直播活动，对长沙市中级人民法
院、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沙市
岳麓区人民法院的 3 起执行案件的
强制执行活动进行现场直播。直播
从上午 9 时开始，持续近 2 个半小
时，1400 余万网友在线收看。本次
执行直播设1个演播厅、2个执行指
挥中心、3个执行现场六路信号，湖
南法院出动干警 300 余人，先后奔
赴3个执行现场。

反复沟通，被执行人承
诺还款，房屋暂封

上午9时，岳麓区法院执行干警集
结完毕，并出动一台无人机，整装待
发。第一现场的现场指挥通过远程连线
执行指挥中心，接到执行总指挥湖南高
院执行局局长郭正怀的命令后，第一路
干警出发，此次执行活动拉开序幕。

9时10分，第一路执行干警抵达执
行地点魏家坡创远花园。

为避免被执行人有过激行为，保证
执行顺利进行，案件承办法官提前来到
执行现场，与被执行人沟通。在人大代
表的见证下，执行干警进入执行现场，

拉好警戒线。经过进一步协商，被执
行人拒不履行义务，法院遂传唤被执
行人，并对房屋内物品进行清点和封
存。在法官主持下，被传唤到法院的
被执行人和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协
议，被执行人表示愿意还款，法院暂
时对房屋进行查封，直至被执行人履
行完毕。

双管齐下：一被执行人
当场履行义务，一被执行人
依法被拘

9时30分，第二路长沙中院执行
干警和移动指挥车抵达位于长沙高桥
大市场的执行现场。

进入执行现场，因为两个门面
距离很近，执行工作分两组同时进
行。在聂思伟糖果食品批发部，执
行法官查看了门店的营业执照，并
发现财产线索。随后，聂某赶到
现场，在法官沟通解释下，当场
履行义务。同时执行干警依法对
新欣荣商行经营状况、存折、现
金、微信钱包进行搜查，并在微
信钱包里发现大额收支记录。由于
经营者罗某情绪十分激动，拒不配
合法院工作，法院依法对其司法拘
留15天。

实时指挥，两家强制
腾房，两家达成和解

清晨6点，怀化中院的执行人
员就已集结，出发赶往执行现场湖
南省凤凰县。本次执行出动执行人
员、法警、公安、交警、医务人员
共计200人，车辆13台。

⇨⇨下转第二版

“决胜执行难”全媒体直播聚焦湖南法院
1400余万网友在线收看

本报讯 近日，青海省高级人民
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成立青
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与监督委
员会，以及《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关
于贯彻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审判监督
管理的规定（试行）》的情况。

《监督规定》进一步细化了涉及
群体性纠纷等“四大类案件”范
围，用信息化手段自动推送给院庭
长监督管理；规定院庭长编入一线
审判团队，以参与审理案件方式指
导监督个案，并定期通报、公示院

庭长办案情况；明确专业法官会议
的地位，防止从“咨询机构演变为
决策机构”，重点解决裁判标准不统
一问题；推行“类案检索和关联案
件检索”报告制度，跟踪管理“长
期未结诉讼、久押不决案件”“发回
重审和指令再审案件”等；规定加
强案件质量评查工作，明确评查主
体职责，规范评查程序，严格落实
评查结果应用，为员额退出、惩戒机
制落实提供依据。

（郝光华 朱明忠）

青海高院成立审判管理与监督委员会

本报讯 （记者 罗书臻） 日
前，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工作需
要，任命张勇健、王闯、高晓

力、奚向阳、孙祥壮、沈红雨、
朱理、杜军 8 名法官为国际商事
法庭法官。

最高人民法院任命国际商事法庭法官

本报讯 （记者 赵刚） 近日，由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新闻局和人民法
院新闻传媒总社联合开展的 2017 年度
全国法院优秀新媒体账号及作品评选揭
晓。“人民法院报”等10个微博账号被
评为 2017 年度全国法院十佳微博账
号，“山东高法”等10个微信公众号被
评为 2017 年度全国法院十佳微信公众
号，《关于于欢故意伤害一案的情况通
报》等10件作品被评为2017年度全国
法院十佳微博作品，《司考，我们分手
吧》等10件作品被评为2017年度全国
法院十佳微信作品。

此外，“三明中院”等20个微博账
号被评为 2017 年度全国法院优秀微博
账号，“信阳法院”等20个微信公众号
被评为 2017 年度全国法院优秀微信公
众号，《小乐说法》等20件作品被评为
2017年度全国法院优秀微博作品，《一
诺千金》等20件作品被评为2017年度
全国法院优秀微信作品。

对上述账号及作品所属法院，最高
人民法院政治部、新闻局和人民法院新
闻传媒总社联合发文予以通报表扬。通
报指出，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要以受到表
扬的单位为榜样，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
全会和全国两会精神，坚持团结稳定鼓
劲、正面宣传为主，严格落实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切实提高人民法院官方新
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
力。特别要集中力量做大做强新媒体，
提升人民法院官方新媒体的网上斗争能
力、融合发展能力、品牌创新能力、话
题设置能力、“引关圈粉”能力，为顺
利推进各项审判工作和队伍建设，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坚决打赢“用两到三年
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推进
信息化建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为推动
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实现新发展、取得
新进步提供有力舆论支持。

2017年度全国法院优秀新媒体账号及作品评选揭晓

本版编辑 许 聪 fyxw@rmfyb.cn

基本解决执行难 坚决打赢决胜仗

7 月 2 日，环境司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圆满闭
幕。会议结束后，记者就司法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
等问题专访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埃里克·索尔海姆。

作为一名“绿色”政治家，索尔海姆曾在2005年
至2012年先后担任挪威外援大臣和挪威环境与外
援大臣。索尔海姆一直活跃于国内和国际政坛，为
环保事业而奋斗，尤其关注保障环保与发展并行所
带来的挑战。因其在气候和环境领域的突出贡献，
索尔海姆曾获“联合国环境署地球卫士奖”。2016
年6月，索尔海姆出任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

推广环境治理的中国经验
索尔海姆表示，此次环境司法国际研讨会成功

举办，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交流
的平台。研讨会以“司法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
为主题，设置了许多重要议题，如“重点流域生态环
境的司法保护”“人居环境治理的司法应对”“自然保
护地的司法保护”等。索尔海姆认为这些议题对于
加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样
对深化环境司法领域交流合作有着积极促进作用。

“与会嘉宾在会上各抒己见，在深入研讨中不断迸发
出思想的火花，就多方面问题达成了共识，使得这次
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

索尔海姆说，“与会嘉宾针对水资源管理、重要
流域环境保护等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畅所欲言，互
相交流。中国、巴西、巴基斯坦等国的大法官分别介
绍了各自国家的环境司法经验。”在水资源管理和流
域保护方面，索尔海姆认为中国的经验可以在世界
范围内推广，比如中国浙江省在流域治理方面取得
了较好的成果，长江水域的治理水平和治理速度在
不断提高。几个月前，他曾经去过浙江浦江县，看到
当地在水资源保护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果。“那里的河
流在几年前污染非常严重，但是现在得到了有效治
理，恢复了流域生态环境，这是非常成功的范例。”

学习是相互的，索尔海姆认为中国也可以向巴
西、巴基斯坦等国学习成功经验，比如学习巴西对世
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的保护治理。他了解到巴西的森林砍伐量比起十年前大幅
减少，环境治理成果显著。

环境司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司法在环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时，索尔海姆表示，在

生态环境保护中，中国法院的作用非常重要，法院可以通过司法的具体实践让环
境保护的措施落地。他了解到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在最高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审
判庭的国家，同时也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环境资源审判庭、合议庭以及巡回法
庭，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他认为从中国司法的经验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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