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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工作规划

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罗东川会见联合国贸法会秘书长安娜·茹班-布雷

江西高院出台意见

优化营商环境 保护企业权益

本报讯 （记者 孙 航） 近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在司法解释中
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规
划 （2018- 2023） 》（以 下 简 称 《规
划》）,落实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要求，对司法解释
工作作出专门部署。《规划》作为今后
五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立项修改废
止的指导意见，旨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统一裁判标准和裁判尺
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今年5月，中
共中央正式向全社会印发《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
划》，要求司法解释要按照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要求，及时进行修订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经过认真调研，根据中央
文件要求和全国人大对有关司法解释审
查的建议等，制定了前述《规划》。

《规划》共七部分，强调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党的领导、司法为
民，坚持问题导向、价值引领、统筹推

进等五项原则，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司法解释立项、起草、论证、修改、补
充、废止等各项工作中，确保司法解释导
向鲜明、要求明确、措施有力，为全面依
法治国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规划》要求，要在司法解释中大
力弘扬爱国、敬业、文明、和谐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要修订完善有关名誉
权、荣誉权司法解释，加强对英雄烈士
名誉权、荣誉权案件纠纷的指导力度；修
订完善婚姻、家庭纠纷等司法解释，进一
步优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切实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加强未成
年人权益保护工作，预防和惩治校园暴
力等现象，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修订
完善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依法维护
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企业生存发展。

《规划》强调，要在司法解释中大
力弘扬平等、公正、民主、法治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要修订完善有关诉讼法
的司法解释，平等保障当事人诉讼权
利；进一步完善产权司法保护制度，加
强产权保护力度；及时研究完善财产征
收征用案件裁判规则，维护被征收征用
者的合法权益；及时出台审理个人信息
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

保护个人信息权；进一步修订完善涉野
生动物和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相关犯罪案
件的司法解释；修订完善执行司法解
释，强化公正执行、善意执行、文明执
行理念。

《规划》指出，要在司法解释中大
力弘扬正义、友善、互助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和道德要求。要适时出台防卫过
当的认定标准、处罚原则和见义勇为相
关纠纷的法律适用标准，鼓励正当防
卫，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修订
完善人民法院国际司法救助工作的意
见，进一步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

《规划》强调，要在司法解释中大
力弘扬诚实守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要及时研究出台有关适用民法总则相关
规定的司法解释，进一步修订完善合同
法司法解释，在全社会倡导讲诚信、重
规则的契约精神；修订完善生产销售伪
劣商品犯罪、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等
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维护市场秩序；
尽快出台关于防范惩治虚假诉讼的司法
解释，推动当事人诚信诉讼；修订完善
政府作为案件一方当事人的相关合同纠
纷的裁判规则，及时出台相关司法解
释，促进政府守信践诺；修订完善有关

执行工作的司法解释，促进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

《规划》要求，要在司法解释中大
力弘扬富强、开放、创新、绿色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和发展理念。要修订完善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司法
解释，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修订完
善涉农案件司法解释，服务和保障乡村
振兴战略；修订完善房地产纠纷案件司
法解释，确保国家房地产政策的有效执
行；完善金融犯罪、金融纠纷案件司法
解释，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
险；修订完善破产法司法解释，服务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修订完善知识产权纠
纷司法解释，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
治力度，服务创新驱动战略；修订完善
环境资源纠纷案件司法解释，加大生态
环境司法保护力度，服务美丽中国建
设；修订完善涉海事案件司法解释，服
务和保障我国海洋强国战略。

《规划》指出，要加强组织领导，
完善工作机制，将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要求作为司法解释立项、审
查的重点内容，强化宣传教育，把司法
解释起草制定过程变成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弘扬和宣传过程。

本报北京 9月 18日电 （记者
孙 航） 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副
院长罗东川在最高人民法院会见了联
合国贸法会秘书长安娜·茹班-布雷。

罗东川对安娜·茹班-布雷的到
访表示欢迎。他说，联合国贸法会为
维护国际商事交易公平秩序作出了卓
越贡献，中国是联合国贸法会成员
国，在国际条约履行、国际规则制
定、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国际商事交
易秩序维护等方面恪守义务，发挥了
重要作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
化，中国加强顶层设计，设立最高人

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组建国际商事
专家委员会，着力构建公平公正、开放
包容、透明便利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
机制。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希望与联合
国贸法会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国际贸
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

安娜·茹班-布雷感谢罗东川的
会见，并高度评价中国法院为国际商
事纠纷解决所做的努力，表示将为中
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建设提供支持，推
动双方深化合作。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
加会见。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在
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工作规划 （2018-2023）》。这是
人民法院积极培育、自觉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规范、
指导、评价、引领社会价值重要作用的
具体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

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
为习惯。要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
到实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化法治的
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今年5月7日，
中共中央正式向全社会印发《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
划》，要求“司法解释，要按照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要求，及时进行修订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认真调研，多方征求意见，
起草了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规划，作为今后五年

司法解释立项修改废止的指导意见。
近年来，人民法院通过全面加强审

判执行工作，充分发挥规范、指导、评
价、引领社会价值的功能。比如，出台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司法解释，明确医院
实施紧急救治免责的具体情形，为医生
救死扶伤提供司法保障；依法审理侵犯

“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系列案件，坚
决维护英雄形象；依法审理“医生电梯
内劝阻吸烟案”“朱振彪追赶交通肇事
逃逸者案”，让维护法律和公共利益的

行为受到鼓励，让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
的行为受到惩戒，让见义勇为者敢为，
以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则，引领社会风
尚……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司法实践
中按照一些司法解释处理的部分案件，
社会效果欠佳，影响了司法形象。因
此，适时修订完善有关司法解释，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解释立项、
起草、论证、修改、补充、废止等各项
工作中，不仅是司法实践的需要，也是
人民群众和社会的强烈呼声。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
根，就要加强学习，深刻理解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切实把核心价
值观的要求体现到司法解释工作中，确
保司法解释导向鲜明、要求明确、措施
有力。 ⇨⇨下转第二版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记者 胡佳佳 通讯员
邹湘林）近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出
台《关于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为全省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
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全
省法院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着力营造稳
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
环境，助力构建政策最优、成本最低、
服务最好、办事最快的“四最”发展环
境。

《意见》从深刻领会优化营商环境
的重要意义等三方面，提出了 25 条具
体举措。

《意见》指出，全省法院要深刻
领会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意义，着力
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
治化营商环境和“江西风景独好”的

“四最”发展环境，为推动全省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共绘新时代江西物华
天宝人杰地灵新画卷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意见》强调，全省法院要立足
审判，狠抓执法办案第一要务，增强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精准性和有效
性。要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助力
营造安全的创业环境；要妥善审理合

同类纠纷案件，助力营造可靠的交易
环境；要妥善审理金融类纠纷案件，
助力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要依法惩
治犯罪，维护安全稳定的企业生产环
境。

《意见》要求，全省法院要延伸
职能，健全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增强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深入性和广泛
性。要完善诉讼配套机制，切实保障
企业诉讼权利；要推进智慧法院建
设，提升为企业服务的信息化水平；
要加强对外沟通协调，形成优化营商
环境的合力。

本报讯（记者 冀天福）为了进
一步提升定点扶贫县村党支部书记履
职能力，带领村民顺利脱贫摘帽，近
日，由国家法官学院、河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农村脱贫攻坚
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在河南法官进修学
院举行，参加本期培训的是来自河南
省睢县的350名村党支部书记。

在为期四天的培训中，学员们聆
听了有关专家学者关于如何加强农村

党支部建设、如何做好村“两委”工作、
脱贫攻坚中的法律问题、结合实际搞
好生态农业发展、如何抓好基层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的辅导报告，观看了电
影《焦裕禄》《村官李天成》和警示教育
片《悲喜人生》，并赴濮阳县西辛庄进
行了参观学习。参训的学员们普遍反
映，通过培训找到了差距，明确了方
向，转变了思想，开阔了视野，提升了
层次。

国家法官学院河南高院联合组织培训
提升定点扶贫县村党支书履职能力

本报讯 （记者 傅召平） 近
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田立文主持召开党组中心组学习
会，学习贯彻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的《关于禁止利用领导干部
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提篮子”谋取
私利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法院要结合
法院工作实际抓好《规定》的贯彻落
实，严厉打击诉讼掮客，严守廉洁司
法底线。要深刻认识全省法院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确
保法院干警坚持原则、挺直脊梁，善
于拒绝、敢于抵制各种诱惑和干扰，
始终坚守廉洁司法底线。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法院要健全
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及时堵塞制度漏
洞和风险隐患。要持续深化“作风纪
律建设年”活动，坚持对诉讼掮客

“露头就打”，决不姑息，内外联动，
共同发力，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打击诉
讼掮客的高压态势。

严厉打击诉讼掮客 严守廉洁司法底线

湖南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本报太原 9月 18日电 （记者
陈 伟）日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向山西太原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任爱
军（别名“小四毛”）送达了刑事裁
定书，决定对任爱军7次违规违法减
刑依法撤销，对其恢复执行无期徒
刑，相关充当“保护伞”的公职人员
被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任爱军于 1994 年因犯流氓罪、
故意伤害罪、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六年，在太原一监服刑期间，于 1996
年以“重大立功”为由被减刑二年六个
月，同年9月释放。

2003年4月，任爱军因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名被判无期
徒刑，同年 9 月交付汾阳监狱执行。
2007年1月，该犯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
徒刑十八年。之后，任爱军分别在晋中
监狱、临汾监狱、曲沃监狱服刑。2009
年至2013年2月期间，该犯又五次获得

减刑，于2013年6月28日刑满释放。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山

西高院对任爱军两次犯罪服刑期间相
关减刑案件进行复查。9月1日，刑
罚执行机关向法院提交了关于罪犯任
爱军服刑期间违规违纪的相关证据，
山西高院、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太
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
序，撤销对任爱军犯罪服刑期间的违
规违法减刑，恢复执行无期徒刑。

山西省纪委监委9月12日对外
公布，经省纪委监委专案组调查，
任爱军服刑期间，相关执法司法部
门一些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
弊，弄虚作假、内外勾结，少数人
枉法裁判，为其充当“保护伞”，
罔顾其对抗改造、违反监规、充当
牢头狱霸的事实，为其大肆违规违
法减刑。日前，临汾监狱党委书
记、监狱长杨磊等 12 名涉案人
员，已被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
查、提起公诉，其他涉案人员也将
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山西“小四毛”七次违规违法减刑被撤销
充当“保护伞”公职人员受到严肃处理

扫黑除恶在行动

基本解决执行难 坚决打赢决胜仗

本报海口 9月 18日电 （记者
崔善红）今天上午，海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基本解
决执行难”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海南法
院依法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达
59人，拘留617人，罚款157.5万元，有
力打击了拒执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维护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海南高院有关负责人对拒执犯罪
的危害及其构成条件、海南法院依法
打击拒执犯罪基本情况及海南法院十
大拒执犯罪典型案例进行了介绍。

海南高院有关负责人介绍，2016
年至今年9月7日，全省法院共发布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23003人，限制高
消 费 25209 人 次 ， 限 制 乘 坐 飞 机

75915例，限制乘坐火车7801例，限
制出境 478 人次，在全省形成了对失
信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通过联合惩
戒措施促使 2237 名“老赖”主动履行
了义务，履行金额达7.75亿元，有力地
促进了海南执行难问题的解决。在执
行案件数量连年增长的情况下，海南
全省法院共执结各类执行案件8万多
件，执行到位金额216亿元，82.63%的
案件得到及时执结，实现了近三年执
行案件整体执结率不低于80%的目标。

今年海南法院拒执罪自诉案件的
受理实现了零的突破，7月30日，海
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全省第一
宗拒执罪自诉案件，目前该案正在审
理中。

海南严厉打击拒执犯罪行为
追究拒执犯罪59人 罚款157.5万元

近日，浙江移动微法院4.0版全
省正式上线，当事人和律师只要打开
手机微信小程序，进入“浙江移动微
法院”，便可进行网上立案、查询案
件、在线送达、在线调解、在线庭
审、申请执行、网上缴费等，实现从
立案到执行全流程在线流转，同时还
能提供法规查询、计算工具、智能回
答、在线举报等便民服务。图为9月
17 日，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
院正在对司法雇员进行“浙江移动微
法院”操作培训。

本报记者 余建华
本报通讯员 孙奇杰 摄

安阳县一老赖被 GPS 锁定抓获后还款
本报讯 “跑着运输不还钱，定

了他的位置可老实了，俺真心为法院
执行工作点赞。”9月17日，河南省
安阳县人民法院执结一起民间借贷纠
纷案，申请执行人赵某领取8.5万元
执行款后，高兴地说。

据了解，申请执行人赵某与被执
行人何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6年
10月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了何
某分7次偿还赵某共计10.5万余元的
调解协议。然而，何某仅履行了2 万
元，剩余款项拒不偿还，无奈之下，赵
某向法院提出了强制执行申请。

执行立案后，干警及时向被执行
人何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等法律文书。被执行人何某得知法
院执行立案后，为逃避执行，将自己

一辆运输牵引车以 18 万元的价格转
让给他人，拒不履行义务。

执行干警经过合议认为，被执行
人何某转移财产，有能力执行而拒不
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遂移交公安机关
立案侦查，并对其实施网上追逃。

9月13日，执行干警得到被执行
人何某驾驶某运输公司的车辆外出营
运的线索后，及时与公安民警取得了
联系。当日，公安民警通过运输公司
车辆的 GPS 定位系统，锁定了何某
所在的位置，并成功将其抓获。最
终，经过被执行人何某家属积极的筹
款，8.5万元的执行款交到了申请执
行人手上，该案顺利执结。

（黄宪伟 刘长志 许振江）

上虞司法雇员学用
“浙江移动微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