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总第7426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94

PEOPLE`S COURT DAILY http://www.rmfyb.com

邮发代号：1-174 2018年7月30日 星期一

以
综
合
配
套
改
革
促
进
司
法
责
任
制
全
面
落
实

—
—

学
习
贯
彻
全
面
深
化
司
法
体
制
改
革
推
进
会
系
列
评
论
之
四

本
报
评
论
员

海南出台法官惩戒办法
推动司法体制改革“精装修”

基本解决执行难 坚决打赢决胜仗

旧产能退出去 新经济走进来
——山东烟台法院服务新旧动能转换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徐光明 孙 航 本报通讯员 郭宏伟

步入盛夏，长岛县西大山郁郁葱
葱。

几个月前，山顶上还矗立着几个风
电机组的水泥基座，如今已经被拆除殆
尽。

两年前，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向山
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由于影响候鸟的正常迁徙，
涉案风电公司拆除了位于长岛县砣矶岛
的风电机组并承担相应的环境修复责
任。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产业发
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共进。”这是烟
台法院服务保障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的努力方向。

今年1月，国务院批复山东建设新
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作为新旧动能
转换综合试验区“三核”之一，烟台着
力以创新引领，加快实现新旧动能平稳
接续转换。烟台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作用，依法服务和保障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工程。

落后产能如何退出，新经济怎样发
展，发展模式如何转变，烟台法院的探
索正逐见成效。

向过剩产能要资源

企业没有退出市场，所占用的土地
就只能一直荒废着。

受到债务危机、环保问题整治等影
响，近年来，烟台一批企业因长期关停
或产能落后成为“僵尸企业”，导致土
地等资源大量浪费。位于莱州的渤海盐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盐业）就是
其中一家。

为了化解过剩产能，盘活资源，围
绕稳妥清理“僵尸企业”这一命题，烟
台法院立足审判职能，积极推动资源有
效配置，促进企业优胜劣汰。

2014 年，莱州市人民法院正式受
理渤海盐业破产一案。莱州法院副院长
张志香从事商事审判多年，在她看来，
现在“僵尸企业”的处置跟以往有很大
不同。“以前都是政策性破产，企业的
性质多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职工的
安置和破产的费用由政府承担。”但是
近几年随着民营企业破产增多，企业进
入破产程序后面临着没有启动资金和无
法安置职工两大问题。

莱州法院审查发现，以渤海盐业为
被告或者被申请人的案件超过了 300
起。企业已经严重资不抵债。300多名
职工濒临下岗，谁给他们保障？

2015年8月，莱州法院对渤海盐业
一案启动“僵尸企业”处置联动协调机
制，主动争取市委市政府的支持，推动
成立法院、国土资源局、财政局等相关
职能部门共同参加的专门工作组。处置

“僵尸企业”，法院正在由“单打独斗”
向“统筹联动”转变。

在府院联动机制的助推下，一个月
后，莱州法院召集政府部门和企业负责
人共同参加职工维权会议，制定职工安
置预案，为破产启动奠定了基础。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稳定了一个职
工就稳定了背后的一个家庭。烟台法院
在破产审判中坚持平等保护的原则，妥
善处理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努力使企
业与劳动者实现共赢。

为了解决破产启动难，莱州法院
推动本市5家管理人公司成立省内首个

“破产企业管理人联盟”，设立管理人
报酬辅助基金，用于无财产可破、破
产企业负责人跑路等案件的管理人报
酬。

2016 年 ， 渤 海 盐 业 正 式 破 产 。
2017年9月，渤海盐业2万多亩盐田由
莱州市政府收购，依法划转政府收储。
旧土地上，一个个新项目正计划落地，
莱州迎来了新一轮招商引资的机遇。

新的机遇也摆在了福山区面前。
2017年4月，福山区人民法院受理

烟台亿凯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案
件。为了有效盘活存量资产，福山区法
院积极与政府招商部门对接。目前涉案
土地被政府重新收回储存，正在洽谈招
商，有望落户科创智慧城项目，为福山
区孵化更多创新企业。

“我们每个破产案件都有一个司法
建议，努力让每个企业破产完都有新项
目嫁接。”福山区法院院长韩国昌说。

向新动能要机遇

让落后产能淘汰得了，让新经济发
展得起来。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
的新一轮发展机遇，烟台法院主动延伸
审判职能，助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150多年来，从龙口港出口而扬名
的招远粉丝产业为招远赢得了“粉丝之
都”的美誉。然而几年前，只要一走进
龙口粉丝的主要产地招远市张星镇，就
会闻到蛋白质变质产生的熏天臭气。

传统粉丝加工工艺产生的粉渣排出
后不仅污染水资源，还造成了极大的浪
费。如今，随着工艺逐步升级，粉丝生
产已经改头换面，成为循环产业：豆子
中的淀粉可以加工成粉丝，从粉渣里可
以提取食用蛋白和医用蛋白，废水通过
沼化处理用于发电和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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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强院长在最高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全面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精神专题视频会上强调，要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统筹推进人民法院司法体
制综合配套改革。

司法责任制改革是我们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
革必须牢牢牵住的“牛鼻子”。全面落实司法责
任制，是建立权责统一、权责明晰、权力制约的
司法权运行机制的关键，也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的核心，对于促进严格公正司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党的十九大以来，各级法院在巩固前五年改
革成果的基础上，锲而不舍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责任制有效落实，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不
断深化。在新的起点上，要以更高站位、更大力
度扎扎实实把新时代人民法院改革推向深入，不
断巩固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责任制改革成果，坚
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责任不实、合力不强、监
督不力、尺度不一、激励不足等难题，以综合配
套改革促进司法责任制全面落实。

以综合配套改革促进司法责任制全面落实，
要深化司法人员管理制度改革。法官员额制改革
是“一块最难啃的硬骨头”，实现“让审理者裁
判、由裁判者负责”“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
负责”的改革目标，关键在人。要坚持以案定
员、以员测编、省级统筹、动态调整，严格控制
法官员额比例，完善法官员额配置机制。完善初
任法官培养机制，健全从法官助理中遴选法官的
工作机制。完善从律师、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法
官的办法。完善法官逐级遴选制度，促进人才合
理流动。完善法官员额交流、退出机制，建立健
全“能进能出”的管理调控机制。

以综合配套改革促进司法责任制全面落实，
要深化审判监督管理制度转型。落实司法责任
制，既要依法保障办案人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
权，又要强化司法监督管理，与时俱进地创新监
管方式，确保放权不放任、有权不任性。要坚持
有序放权与有效监督相统一，避免放权后监督管
理缺位问题，要深入推进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
成，健全覆盖案件办理全流程的网上审判体系，
改变“人盯人、人盯案”的传统方式，实现全
院、全员、全过程的审判监督管理。

以综合配套改革促进司法责任制全面落实，
要深化保障制度改革。建立与分类管理相配套、
与司法责任制相匹配的职业保障制度，是调动司
法工作人员积极性、激发改革内生动力的关键。
要落实好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按照法官等级
落实薪酬增长制度，提高一线办案人员的积极
性，提高司法人员的职业尊荣感。严格执行《领
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
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和《司法机关内部人
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保障法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降
低外部对司法工作的干预。要加强法官人身安全保护、依法履职保护，真正实
现权责统一。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要继续高举改革旗帜，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总结运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改革新经验，再接再
厉，以综合配套改革促进司法责任制全面落实，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海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获悉，经海南省委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司法体制和社会治理改革专
项小组 2018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海南省法官惩戒实施办法（试行）》已印
发全省各级法院实施。这标志着海南法
院司法体制改革又向前迈出了坚实一
步。

据介绍，今年以来，海南法院从细处
着手，立足于司法改革的“精装修”，着力
于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地生根，先后推进
了或正在推进行政案件异地管辖制度改
革、法官权益保障制度改革、以审判为中
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等26项措施，建

立海南省法官惩戒制度是其中一项主
要内容，也是省委深改组今年的重要
改革之一。

办法明确规定了惩戒事由和非惩
戒事由，规定对法官进行惩戒的前提
是“法官在审判工作中，故意违反法律
法规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
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应当承担
违法审判责任”；从惩戒原则和惩戒主
体上对法官惩戒豁免作出规定；规定
了对法官作出惩戒应该遵守的程序
等。

办法规定由各级人民法院监察部
门负责受理对法官司法责任问题线索

的检举控告，海南省法官惩戒委员会
负责全省法官的惩戒工作。并赋予当
事法官陈述申辩和复议的权利，建立
对法官诬告的澄清机制，通过正当公
开的惩戒程序，确保法官惩戒工作依
法有序开展，保障法官依法独立行使
审判权。

该办法是适应“让审理者裁判，由
裁判者负责”的新型审判权运行机制，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必然要求。通
过建立法官惩戒制度，划定法官权力
界限，有助于维护司法公正，防治司法
腐败，保证审判质效并保障法官合法
权益。 （方 茜）

7月27日，四川省泸县人民法院邀请泸县武警中队官兵走进法院，指导司法警察擒拿格斗技术，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为
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等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罗永霞 舒 敏 摄

本报讯 （记者 曾 妍 通讯
员 黄民汉）近日，在“八一”建军
节即将到来之际，湖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田立文一行来到空军某旅驻
地，开展送法进军营活动。田立文向
广大官兵赠送了法律书籍，安排部队
退役到湖南高院的优秀法官为官兵讲
授法治宣传教育课，并就涉军维权等
与官兵进行了座谈交流。

湖南法院始终坚持国防利益优
先，依法公正高效审理涉军维权案
件。近两年，审理涉军维权案件
6792 件，坚决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
军属烈属的合法权益。湖南法院坚持
把拥军优属工作放在心上、抓在手
上，认真为部队和广大指战员排忧解
难。涉军停偿案件结案率超过90%，
位居全国法院前列。

本报讯 日前，福建省“亮剑八
闽”百日决胜暨推进执行联动机制建
设电视电话会议在福州召开。福建省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洪祥出席并讲
话，省政府副省长田湘利主持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琪玉、省政协
副主席杜源生、省高院院长吴偕林、
省检察院检察长霍敏出席会议。

王洪祥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
把“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摆上重
要议事日程，全力以赴给予支持和
保障，确保“党委领导、政法委协
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
办、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综合
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发挥更大作
用。要在主办责任上再落实，真正
让老百姓的“纸上权利”变为“真
金白银”。要在联动惩戒上再发力，
各执行联动单位要形成攻坚决胜执
行难的有效机制和强劲合力，坚决
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
仗，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会议以三级视频的方式召开。省
高院和省委政法委相关负责同志分别

通报了 2016 年以来全省攻坚“基本
解决执行难”和全省执行联动机制建
设工作进展情况，晋江市委、三明市
检察院、漳浦县公安局作了经验介
绍。会议还下发了《福建省高级人民
法院、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福建省公
安厅关于开展集中打击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犯罪行为专项行动的通知》

《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中共福建省
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福建省高级
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亮剑八闽”执
行攻坚宣传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
件。全省 71 家执行联动机制建设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全省
各中级法院院长、分管执行工作院领
导、执行局局长等在主会场，各设区
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和各县 （市、
区） 党委政法委书记，人大常委会、
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公安、
军分区领导以及执行联动单位主要负
责同志在各地分会场参加会议。部分
全国、省、市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
和人民法院监督员应邀在主会场和各
地分会场参加会议。

（周瑞壬）

本报讯 （记者 茶 莹 通讯
员 杨 帆）近日，云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召开新闻通气会，向新闻媒体通
报云南三级法院发起“云岭总攻”执
行行动以来“一周战报”：从7月20
日云南高院院长侯建军宣布全省法院
启动为期三个月的“云岭总攻”执行
行动以来，云南三级法院立即行动、
奋勇争先，一周内共执结案件 2701
件，执行到位标的额4.53亿元，腾房
450套，拘留219人。“云岭总攻”执
行行动还同步做到“代表委员全覆
盖”，一周内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参与见证监督执行296人次。

“云岭总攻”执行行动目标任务
为：集中执结一批有财产可供执行的
案件，集中办结一批无财产可供执行
的“终本”案件，集中化解一批执行
信访案件，集中打击制裁一批拒不执
行生效裁判的“老赖”，集中甄别移
送一批执行转破产案件，集中办理一
批有社会影响的涉民生、涉金融、涉
特殊主体案件。以严打拒执犯罪、加
强联合惩戒、强化执行规范、推进

“执转破”工作力度、严格案款管理
为抓手，集中力量，统一行动，打出
组合拳，攻克骨头案。“云岭总攻”
一周战报成果喜人，充分彰显了组织
有力，清理彻底，打出声势，突出重
点，保障到位的手段和效果。从本周
开始，云南高院将持续发布“云岭总
攻”执行行动每周战报，以各级法院
院长为第一责任人，执行局长为直接
负责人，充分体现措施实、手段硬、
力度强、声势大、问责严、效果好六
个方面的硬要求。

本报讯 日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
院召开“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领导小组
视频会议，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天津
市委政法委的工作部署要求，整改最高
法院巡查反馈问题，围绕核心指标，加大
力度推进工作，确保如期完成任务。天
津高院党组书记、院长、基本解决执行难
领导小组组长高憬宏出席并讲话。

高憬宏强调，在攻坚克难，决胜决
战的关键时刻，全市法院“基本解决执

行难”工作领导小组要发扬钉钉子的精
神，继续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
头，建立机制，真抓实干，切实把各项
部署落到实处，确保如期完成任务。重
点建立五项制度：领导包院制度。高、
中院院领导实行分片包干，负责所包法
院完成“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目标任
务，监督指导执行工作，对所包法院未
完成任务要承担责任。排名通报制度。
对执行质效和执行宣传工作实行每周通

报，对前三名和后三名要重点通报，
强化监督引导作用。指标承包制度。
对“3+1”核心指标，按照执行工作
职责由部门主要领导负主责，完不成
任务，依据不担当不作为要求严肃处
理，对不达标法院的主要领导、分管领
导和执行局领导，要通过组织程序予
以组织处理。执行难领导小组会议制
度。全市各院领导小组要定期召开会
议，研究、检查、推动执行工作。通气
会和会商会制度。每个月单周周六召
开“一把手”会商会会商解决疑难重大
问题，双周周六召开执行局长通气会研
究解决具体工作问题。 （吴玉萍）

本报讯 （记者 姚晨奕 通讯
员 龙广华 胡佳佳）为确保如期打
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江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从7月16日起
至8月10日，对全省法院“基本解决
执行难”第三方评估核心指标“三个
90%、一个80%”落实情况进行第一
轮督导巡查。督导巡查工作紧密围绕
核心指标开展，并融入了最高人民法
院巡查组反馈问题的整改情况。

江西高院要求，各巡查组成员与
院党组签订责任状，要严守巡查纪
律，认真、客观、全面开展巡查工

作，找出工作短板，提出整改意见，务
求巡查实效。巡查组成员因在督查工作
中走过场、弄虚作假、隐瞒问题，不如
实反馈等行为，导致相关法院第三方
评估未通过的，一律严肃处理。各受
检中院需与督导巡查组签订责任状，
要求受检中院认真落实对剩余50%基层
法院的督查任务，同时对巡查组检查
出的问题限时整改，对整改落实不到

位，影响第三方评估工作的，追究相
关责任。每完成一个法院的督导巡
查，由各组长统一对受检法院工作落
实情况及存在问题进行现场反馈，督
导巡查反馈意见必须记录在受检法院
党组会议记录本上，原则上受检法院
的院长、分管副院长、执行局长均必
须到场。各督导巡查组应及时汇总具
体情况，形成书面反馈意见，明确提

出整改的要求和期限。
截至 7 月 23 日，督导巡查组共

计检查法院25个，查阅卷宗3000余
件，回访当事人150余人次，梳理案
卷质量、信访化解、重点案件督
办、终本案件管理等普遍性问题 17
个，其他问题 80 余条。督导巡查结
束后将形成详细的情况报告，将各
类问题通报全省，全省法院要举一
反三、即知即改、立行立改，确保
实现全省法院 100%通过第三方评
估，打赢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的
攻坚战。

云南“云岭总攻”首周
执行到位标的4亿余元

江西高院执行督导巡查全覆盖

天津法院五项制度决胜执行难

福建打响“亮剑八闽”百日决胜仗
王洪祥要求全力支持保障解决执行难

湖南高院开展送法进军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