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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法律文书可以写得更好看，是因为我们的法律文书可以把天理说得更在理，把
常理说得更清楚，把事理说得更合适，把公理说得更明白，把法理说得更有温度。

法律文书能否写得更好看
刘桂明

众所周知，法律文书是写出来
的。可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其间，
虽无谋篇布局之忧，但有遣词造句之
虑；既无起承转合之困，也无首尾呼应
之惑。忧虑也好，困惑也罢，其实最难
办最难写的还是法律文书的说理。随
着法律文书全面公开的推进，法律文
书的说理越来越变得更加重要。但
是，现实中却越来越明显地感到，法律
文书公开已经渐渐不是问题，存在问
题的是如何公开、公开多少、何时公
开，尤其是如何公开法律文书的说理
性，显得更加突出。

说起法律文书的说理性，也可谓是
一个老大难。这些年，提起法律文书实
务中存在的问题，更可谓尽人皆知。有
些基层法官撰写的法律文书除了语法
和逻辑方面存在的各种通病，比如语法
错误、语句不通、用词不当、晦涩难懂、
文白交织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在笔者看来，最难的还是法律文
书的释法说理。为此，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决定》特别强调：“增强法律
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
书”。后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
再次重申：“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
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
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律文书
释法说理司法解释的出台，可以说是再
次吹响了加强法律文书说理力度、提升
法律文书说理能力的集结号。

近几年来，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
学研究会在分析了当今法律文书缺乏
风格、内容繁简失当、语言笼统空洞的
表述不足之后，特别强调了法律文书
的实体价值、程序价值、社会价值，最
后达成共识：从法律文书学的发展趋

势来看，法律文书的写作不仅仅是语言
文字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语法表述的问
题，更不仅仅是标点符号的问题，而是逻
辑推理、释法说理的问题。总而言之，当
下法律文书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不说
理、不讲理。

那么，如何提升逻辑推理、怎样增强
释法说理呢？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讲理还是说理，
最终还是为了法理。那么，我们应该如
何说理、怎样讲理呢？最重要的是，除了
法理，更需要说的理是什么理呢？依笔
者之见，首先，要讲“天理”。所谓“天理”
是指一种客观规律，也就是“天经地义、
与生俱来”之意。可见，“天理”之“理”无
非是一种事理而已，“天”字之加，只是增
添了此种事理的神圣性和恒久性，只是
一种修辞而已；其次，要讲“常理”。所谓

“常理”是指一种内在规律，也就是指“人
同此心，心同此理”。于是，又可理解成

“心理”，是指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感情，
并非仅指个体的特殊感受。自然为之，
平常之理。所以，也可将“常理”理解为平
常之情理，也就是一种作为日常所见的事
情或者事理，或者说就是一种人情世故；
再次，要讲“事理”。所谓“事理”是指一种
发展规律，实有“有来有往，来而不往非礼
也”之社会意义，也可理解为事物之情理，
即日常生活的寻常经验所衍生的朴素逻
辑，属于社会经验的产物；最后，要讲“公
理”。所谓“公理”，也可理解成“道理”或

“伦理”，是指一种道德观念、伦理规则、价
值取向，实指一种基于趋利避害的功利而

假定的性情或者人性。从“道理”上讲，是
指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而从“伦理”上
看，则是指一种众所周知的规则。

由上可见，“理”有时也被用来作为
一种基于血缘或婚姻而生成的伦理范
畴。就“情”而言，作为案情的“情”基本
指向诉讼的事实层面；而作为事理的

“情”，有时指向诉讼的事实层面即日常
所见的事情和事理，一般被用来判断事
实的真伪。有时则指向诉讼的法律层面
即感情所衍生的自然之理，其时常被用
作案件裁判的根据。就“理”而言，相当
多的事理指向诉讼的事实层面，比如作
为生活经验的朴素道理，一般只用来作
事实判断；也有时指向诉讼的法律层面，
作为规则的事理基本如此。

由此看来，作为法律词汇的“情理”，
实际上是一个事实之维与法律之维的集
合体。虽然这二者紧密相连，但并非不
可分辨。

已故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刘易斯·布
兰代斯曾经说过一句有关法律文书的名
言，那就是“没有伟大的作品，只有伟大
的重写”。其语言深处是指一个人的最
佳写作发生在编辑或重写阶段，也就是
如何将法律文书写得更好看的阶段。

目前，依法及时公开执法司法依据、
程序、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加强
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
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已经成了全国
法律文书工作者最严峻的挑战，传统法
律文书制作中的理念与实务、教学与实
践、技术与艺术、传统与创新、制度与写

作、格式与文意、公开与公正、理由与
方式、诉讼与非诉、个性与规范、错误
与效力的矛盾冲突如何解决，也将是
我们所有法律文书学研究工作者与司
法实务工作者的共同责任与使命。

如何解决“增强法律文书的说理
性”之难，也就是如何讲理、怎样说理之
惑。讲理也好，说理也罢，都是为了解
决“理”之惑，也就是要解决情理、道理、
法理、学理、伦理之间的问题。要想实
现司法公正，就必须将这五者进行完美
的组合，最终就是为了解决推理的问
题。因为说理实际上就是法官如何说
明和证明在事实、证据这几者之间的逻
辑关系。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个感受，就
是说理和公开。如果说公开是一种形
式的话，那么说理就是一个过程。公开
和说理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都非常
重要，不可偏废。因此，必须要解决格
式、文意、裁判和制作等四个主要问
题。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裁判文书说理
的过程中，要把司法公正的价值理念，
贯彻到法律文书的写作与制作当中。

我们常说，法律文书可以写得更
好看，是因为我们的法律文书可以把
天理说得更在理，把常理说得更清楚，
把事理说得更合适，把公理说得更明
白，把法理说得更有温度。

（作者系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
制》周刊总编辑）

王霞、徐文伟：本院受理原告王栎滨诉被告王霞、徐文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苏0412民
初57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王霞、徐文伟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归还王栎滨借款本金146500元，并承担
该款自2017年7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
利息。二、王霞、徐文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
王栎滨律师费6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司文兴申请宣告司贵付失踪一案，经查：司贵付，
男，1989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冯庙镇
水牛陈村大司庄九组，公民身份证号码342224198906271711。自
2009年7月25日离家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司贵付本人在公告期间内向
本院申报具体的地址及联系方式，凡知悉司贵付生存现状的人
在公告期间内将所知道的情况向本院报告。公告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 [安徽]灵璧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1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随书翰、随靖茹申请宣告
张得得失踪一案。经查：张得得，女，1994年2月12日生，汉族，太和县阮
桥镇邓庙村委会随王自然村，身份证号码：341222199402128461。申请
人称张得得于2016年5月外出，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张得得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
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张得得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张得得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张得得情
况，向本院报告。 [安徽]太和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1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同海怡申请宣告
张平平死亡一案。申请人同海怡称，同海怡与张平平于2014年
12月2日登记结婚，双方存在夫妻关系。张平平于2018年2月7
日发生的佛山地铁2号线塌方事故中失踪，经佛山武警消防官
兵和中国交建隧道抢险救援队全力搜救，至今下落不明，且其已
经不可能生存。下落不明人张平平应当自公告之日3个月内向
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时不申报的，下落不明

人张平平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张平平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张平平情
况，向本院报告。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曾金泉申请宣告曾桂森失踪一案，经查：曾桂森，男，
1957年9月19日出生，汉族，原籍四会市江谷镇新屋村委会新围村
24号，身份证号码：442822195709193419。于2016年1月29日离家，
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曾桂森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个
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广东]四会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29日依法受理申请人杜瑞娟提出的宣告韩飞
鹤失踪的申请，申请人杜瑞娟申请称：韩飞鹤，男，1983年7月6日生，汉
族，从2016年3月11日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韩飞鹤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
联系。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河南]汝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 年 4 月 9 日受理孙娜申请宣告孙登山死亡一
案，申请人孙娜与被申请人孙登山系父女关系。经查：孙登山，公
民身份证号码230827194906034835，男，1949年6月3日出生，汉
族，住黑龙江省宝清县五九七农场社区C区红林小区七委，于
1999年1月离开辖区不知去向，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孙登山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
人应自公告发出之日起1年内与本院联系。逾期不联系，孙登山
将被宣告死亡。凡知其下落者，应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报
告。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黑龙江省红兴隆农垦法院

本院受理李卓英申请宣告张国臣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张国臣，男，汉族，1943年7月24日出生，系汤旺河公路管理处
退休职工，身份证号码：230712194307240012。于2012年9月起，
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张国
臣本人或知道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黑龙江]伊春市汤旺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倪欣蕊申请宣告王
艳艳失踪一案。申请人倪欣蕊称，倪欣蕊生母王艳艳于2016年3
月离家出走至今未归，经寻未果，至今下落不明，当地村委会证
明情况属实。下落不明人王艳艳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
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
王艳艳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艳艳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王艳艳的情
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宾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赵春宇申请宣告房
玉芳失踪一案。申请人赵春宇称，赵春宇生母房玉芳于2013年7
月13日离家出走至今未归，经寻未果，至今下落不明，当地村委
会证明情况属实。下落不明人房玉芳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
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
明人房玉芳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房玉芳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房玉芳
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宾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想英申请宣告王
明君死亡一案。申请人刘想英称，被申请人王明君于1995年9月
24日在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上完晚自习出校门后失
踪，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王明君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
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
人王明君将被宣告死亡。凡知道下落不明人王明君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名人王明君情况，
向本院报告。 [湖北]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邓招香申请宣告李铁
兵失踪一案。申请人邓招香称，李铁兵（男，1975年12月23日出生，
汉族，农民，住宁乡市横市镇铁冲村忠于组）系申请人之子，因2013
年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满5年。下落不明人李铁兵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
报的，下落不明人李铁兵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李铁兵
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李
铁兵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南]宁乡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欣如申请宣告郭桂娥失踪一案，经查：郭桂娥，女，
住址为湖南省龙山县水田坝镇飞翔村4组2号，身份证号码为
433130198101083128，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3个月。希望郭桂娥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
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龙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彭志成申请宣告赵红艳失踪一案，经查：赵红艳，女，

身份证号码为433130198110023127，住址为湖南省龙山县水田坝
镇仁和村4组15号，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3个月。希望赵红艳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龙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孟欣怡、孟祥鹏申请宣告羊淑芳失踪一案，经查：羊淑
芳，女，汉族，身份证号码为430521198805225203，住址为湖南省龙山
县水田坝镇枫坪村5组6号，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3个月。希望羊淑芳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
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龙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美芹申请宣告刘福起死亡案，经查：刘福起，男，
1970年11月13日生，汉族，江苏省东海县人，住东海县牛山街
道东蔡南路90-11号，身份证号码320722197011130015。自2011
年12月15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期限1年。刘福起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江苏]东海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郁彩花申请宣告沈宝瑞失踪案，经查：沈宝瑞，男，1961
年6月27日生，汉族，东海县人，住东海县牛山街道山西巷22-7号，身
份证号码320722196106270032。自1996年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
告，期间3个月。沈宝瑞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
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江苏]东海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诸渝枫申请宣告
饶珊妹死亡一案，申请人诸渝枫称，饶珊妹自2004年3月20日
离家出走，至今未有音讯。下落不明人饶珊妹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年内向本院申报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
不明人饶珊妹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饶珊妹生存现
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饶珊妹
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高荣臻申请宣告曹培勇死亡一案，经查：曹培勇（身份
证号：210102196405221018），男，汉族，1964年5月22日出生，住沈
阳市和平区延边街玉温巷4号221，于2002年春节后外出务工未归，
下落不明已满16年。现本院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曹
培勇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辽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2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张立超申请宣告胡振华
失踪一案。申请人张立超称，胡振华于2012年离家出走，至今未归。下
落不明人胡振华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
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胡振华将被宣告失踪。凡知

悉下落不明人胡振华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胡振华情况，向本院报告。[内蒙古]扎赉特旗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2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郭风林申请宣告蔺晓光死亡
一案。申请人郭风林称，被申请人蔺晓光，男，1985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
山西省阳泉市矿区西煤台6-3-6号，于2013年12月31日外出打工，下落
不明已满4年。下落不明人蔺晓光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
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蔺晓光将被宣告死亡，
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蔺晓光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蔺晓光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西]阳泉市矿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詹学辉申请宣告齐文菊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齐文菊，女，汉族，1984年10月10日生，住镇安县大坪镇小河子村四组，
农民。申请人詹学辉称，申请人詹学辉与被申请人齐文菊系母子关系，被
申请人齐文菊于2014年1月17日12时左右从镇安县宏华街租房处走
失，至今杳无音讯，下落不明已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
望齐文菊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与本
院联系。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陕西]镇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于芝泉申请宣告于清山死亡一案，经查：于清山（身份
证号码120102193308011910），男，1933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天
津市东丽区万新街成林道杨台路川合小区3号楼2门203号。于2014
年6月14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
年。希望于清山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心悦申请宣告侯德红失踪一案，于2018年3月17日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现已届满，侯德红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
并于2018年6月18日依法作出（2018）黑0523民特1号判决书，宣告侯德红
失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黑龙江]宝清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陆莹莹申请宣告张斌死亡一案，于2017年6
月14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2018年6月28日依法
作出（2017）苏0381民特8号民事判决，宣告张斌死亡。本判决为终
审判决。 [江苏]新沂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孔繁旭申请宣告孔祥柱死亡一案，于2018年3月10日在
人民法院报发出寻找孔祥柱的公告，法定公告期为3个月，现已届满，
孔祥柱（身份证号码：210621197701146412）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
终结。并于2018年6月10日作出（2018）辽72民特70号民事判决书，宣
告孔祥柱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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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根据督导工作方案，中央督导组

将围绕政治站位，重点督导各地党
委、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和中央决策部署情况；围绕依
法严惩，重点督导各地推动在法治
轨道上有力有效打击涉黑涉恶违法
犯罪情况；围绕深挖彻查，重点督
导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

“拍蝇”结合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
“保护伞”情况；围绕综合治理，重
点督导各地推动各部门加强对重点地
区、行业、领域日常监管、齐抓共管

情况；围绕基层组织，重点督导整顿
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情况；围绕组织
领导，重点督导各级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发挥职能作用
情况。

中央第1督导组进驻时间为7月
6 日至 8 月 5 日，督导期间设立举报
电 话 ： 0311- 66801186、 66801187、
66801188（每天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
8∶00-20∶00），举报信箱：石家庄
市邮政686信箱。对于河北省涉黑涉
恶方面的来电、来信举报，中央督导
组将认真受理，及时反馈。

⇨⇨上接第一版 要坚持合理行政原
则，监督规制主体正确行使法律赋予
的权力，防止规制权的滥用；坚持权
利救济和信赖保护等原则，维护人民
群众对政府的信任，确保行政相对人
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要注重对环境
资源行政规制的司法审查，依法做好

权限审查、事实审查、法律适用审
查、程序审查和滥用职权审查，规范
行政行为，努力化解行政争议，公
正、高效地审结环境资源行政案件，
不断提升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水平。

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培训
班300余名学员聆听了授课。

⇨⇨上接第一版 要加强典型经验案
例的梳理和总结，积极挖掘基层小创
造、微创新，把一地成功做法变成各
地共同财富，把点上具体做法变为面
上共同行动，不断深化司法体制综合

配套改革，确保打赢“基本解决执行
难”这场硬仗。

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负责人，广
东高院和深圳、佛山两级法院相关负
责同志参加调研。 （马 骁）

⇨⇨上接第一版

聚焦精准分类施策

2016 年 11 月，骆惠华协调国家法
官学院，组织了 10 名村支书赴北京韩
村河等地，学习农村产业发展和新农村
建设先进经验。

“真是一片新天地。”宁陵县乔楼乡
吴庄村村支部书记吴西会不住地感叹。

“最高人民法院筹措 200 万元帮助我们
村建设基础设施。”吴西会指着已经定
稿的 《吴庄村文化中心广场建设规划
图》兴奋地说，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看
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吴庄村。

在扶贫攻坚工作中，最高人民法院
挂职扶贫干部充分发挥行业优势，扶志
扶智结合，积极发挥行业优势，注重抓
好司法扶贫、文化扶贫、技术扶贫和教
育扶贫。

委托河南法官进修学院分批次对两
县村支部书记进行培训，进一步提高了
村支部书记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路线方
针政策的能力。

组织贫困地区干部赴京实地参观学
习农村产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先进经
验，先后举办多期技术培训班，培训厨
师、驾驶、信息技术等技术人员700多
人，提高当地贫困人员劳动技能、就业
能力。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
质量的教育，认真做好了睢县城郊乡保
庙小学整修和睢县尚屯镇梁庄村小学援
建工作，新建了电教室、图书室，整洁
了校园，改善了教学环境。

在睢县、宁陵县中学设立“天平助
学金”。每年选取40名学生，每人资助
5000 元，用于资助两县品学兼优的贫
困学生。

在扶贫工作中，挂职扶贫干部注重
创新思路举措，激发内生动力。注重产
业扶贫，以点带面激发内生动力，升级
造血功能。

宁陵县结合特点努力打造特色农业
小镇——“梨花小镇”建设；打造豫东
物流集散、分拨配送中心。做好“互联
网+扶贫”项目建设；积极对接大型央
企、国企参与投资张弓酒业重组，重铸

“张弓美酒”的辉煌。开展文化产业扶
贫，推进《吕坤》电视剧拍摄和“老坚
决干部学院”建设。

睢县积极建设申报国家级“田园
综合体”等大型项目，推动建立与大
型央企、国企和其他行业龙头企业对
接协调，为引进扶贫项目建立人脉基
础。

睢县探索了“防、服、减、保”
“四位一体”健康扶贫模式，推行“两
免、四提、一降、一补”措施；出台了

《关于鼓励扶持贫困户自主脱贫稳定脱
贫的若干政策意见 （试行）》，实施

“脱贫励志模范工程”“就业产业奖补工
程”“赡养扶贫工程”“三大工程”。

扶贫攻坚形成格局

宁陵县坚持以脱贫攻坚工作统筹全
县工作全局，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
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
效，把产业扶贫、金融扶贫、贫困村

“九大工程”和贫困户的“六改一增”
工程作为脱贫攻坚工作的重点。

主要做法是“八个全覆盖”：实行
扶贫基地全覆盖、龙头种养业全覆盖、
金融扶贫全覆盖、基础设施建设全覆
盖、“六改一增”全覆盖、扶贫政策落
实全覆盖、帮扶队伍力量全覆盖、督导
巡查全覆盖，加大投入力度，科学谋
划、狠抓落实，迅速改变了贫困村和贫
困户的面貌。

睢县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人
民，紧紧围绕“争先晋位、富民强县”
总目标，以脱贫攻坚为统揽，以扩大开
放为突破口，着力打造“一都（中原鞋
都）、一城（中原水城）、一基地（中原
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一中心 （中原运
动旅游休闲中心） ”，努力建设“活力
富强宜居和谐幸福”新睢县。睢县还提
出了以脱贫攻坚与县主导产业培育相结
合、与发展特色产业相结合、与美丽乡
村建设相结合、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
平提升相结合、与党的建设相结合、与
民生改善弘扬文明新风相结合等“六个
结合”，统揽全局，不断创新。

最高人民法院挂职扶贫干部作为最
高人民法院与定点扶贫县的纽带，带着
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和对贫困地区
人民的深厚感情，把最高人民法院各
项具体扶贫措施落实到实处，把挂职
一线扶贫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扛在
肩上，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发挥
自身优势，和贫困县村干部群众共商
脱贫之策，共谋致富之路。结合当地
实情，整合资源，采取合理有效措施，
精准实施各项扶贫项目，取得了很好的

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共

选派八名同志到扶贫县挂职县领导和驻
村第一书记，并涌现出吴海江“商丘市
十佳第一书记”等典型人物。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努力开展对
宁陵县和睢县的定点扶贫，协调资金投
入 682 万元，扶贫物资折款 54 万元，
引进项目 87 项、资金 6835 万元，为
2018 年底两县实现脱贫摘帽打赢脱贫
攻坚战打下坚实基础。2017 年在两个
扶贫县对最高人民法院帮扶工作和帮
扶干部满意度无记名投票调查中，获
得两个100%的高度评价。

党的十八大以来，两县共有 10 余
万人完成脱贫。

资料显示，宁陵县 2013 年底，建
档立卡贫困村 106 个，贫困人口 28037
户 70129 人，到 2017 年底已有 74 个贫
困村退出44000贫困人口脱贫。2018年
计划完成8612户19900人脱贫，32个贫
困村出列，贫困人口降至 3425 户 6229
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以下，实现贫
困县摘帽。

睢县 2013 年底，全县建档立卡贫
困村118个，贫困户33455户、贫困人
口 100475 人。目前全县还有建档立卡
贫困村 19 个，贫困户 13330 户、33553
人。2018年计划脱贫19个村、贫困户
8826户、贫困人口26500人，2018年底
实现贫困县脱贫摘帽。

如今，睢县、宁陵两县越来越多的
百姓摘掉贫困帽子、过起富足生活，这
些都与最高人民法院开展定点扶贫，坚
持连续 23 年不间断关心帮助宁陵县、
睢县的全面发展是分不开的。

⇨⇨上接第一版
会议强调，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第

三方绩效评价工作，要针对当前政府
购买服务存在的问题，积极引入第三
方机构对购买服务行为的经济性、规
范性、效率性、公平性开展评价，提高
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水平，提升财政资
金效益和政府公共服务管理水平。

会议指出，开展防范和惩治统计
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目的是确
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要聚焦统计法
定职责履行、统计违纪违法现象治
理、统计数据质量提升，突出重点、
发现问题、严明纪律，维护统计法律
法规权威，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好统计
制度保障。

会议强调，浙江等地深化“最多
跑一次”改革涉及中央层面的制度和
政策设计。对需要中央层面解决的事
项，要列出清单，统筹考虑，分类处
理，通过机构改革、投资审批改革、
信息共享、法律修改等措施，抓紧研
究解决有关问题。

会议指出，开展县以下事业单位
管理岗位职员等级晋升制度试点，要
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保持现有
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岗位等级设置和晋
升制度不变，改造现有职员等级，建
立主要体现德才素质、个人资历、工
作实绩的职员等级晋升制度，拓展基
层事业单位管理人员职业发展空间。

会议强调，各级财政部门要聚焦
军民融合发展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中央和地方的关
系，落实资金保障，引导多元投入，

优化资源配置，健全配套政策，更好
发挥财政政策在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中的作用。

会议指出，在北京、广州增设互联
网法院，是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
大趋势的一项重要举措。要在总结推
广杭州互联网法院试点经验基础上，
回应社会司法需求，科学确定管辖范
围，健全完善诉讼规则，构建统一诉讼
平台，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

会议强调，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益诉讼检察厅，要以强化法律监
督、提高办案效果、推进专业化建设
为导向，构建配置科学、运行高效的
公益诉讼检察机构，为更好履行检察
公益诉讼职责提供组织保障。

会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
更多抓落实、见成效。每项工作都要
定责追责到人。要激发制度活力，敢
于突破，主动作为，在优化资源配置
上下功夫，用制度来盘活资源、提高
效能。要激活基层经验，对率先突
破、取得经验的，及时拿到面上来
研究论证，条件成熟的要及时推
广。不管在哪个层面总结推广改革
经验，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根据
实际作差别化处理。要激励干部作
为，拿出一些专门的举措来，让改
革者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要
结合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活动，表
彰一批改革的先锋模范，在全社会大
力弘扬改革精神。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
席，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列席会议。

扶贫攻坚 我们一直在努力

激发制度活力激活基层经验激励干部作为
扎扎实实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深入

不断完善行政规制行为司法审查
切实提高环境资源审判工作能力水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坚持问题导向务实创新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