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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20 日至 23 日，应摩
洛哥王国最高法院邀请，中华人民共和
国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率中国法院代表团对摩洛哥进行友好访
问。访问期间，周强分别会见了摩洛哥
议会众议院议长、参议院议长、最高法
院院长、宪法法院院长、司法大臣等。

在会见摩洛哥议会众议院议长哈比
卜·埃尔·马尔基、参议院议长哈基
姆·本希马时，周强表示，中摩两国建
交 60 年来，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经贸、人文、司法等各领域友好交往和
互利合作不断加强。前不久，习近平主
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携手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明确
了下一阶段重点实施的“八大行动”，
为深化中摩司法交流与合作指明了方
向。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愿与摩洛哥司法

界共同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成果，
进一步深化司法合作，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促进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
展。摩洛哥议会参众两院议长表示，摩
方高度赞赏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多
极化世界格局的构建所作的重要贡献，
完全赞成习近平主席关于携手构建更加
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和提出的

“八大行动”，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将进一步推动落实两国元首达成
的共识，支持两国法院深化务实合作，
促进两国关系发展。

在与摩洛哥最高司法权委员会主
席、最高法院院长莫斯塔法·法拉斯进
行工作会谈时，周强表示，中国正在根
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方略
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成

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统筹推进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
设，法治中国建设已经进入新时代。中
摩两国历史传统、法律制度差异很大，
随着“一带一路”持续深入推进，双方
经贸往来、人文交往日益密切，司法合
作需求也在日益扩大。今年7月，中摩
两国最高法院签署了司法交流与合作谅
解备忘录，明确了下一阶段合作方向。
希望双方共同努力，认真落实两国元首
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司法合作谅解备
忘录转化为具体行动，特别是加强商事
司法、案例研究、法官培训等方面的交
流与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为两国
经贸往来、人文交往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和保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莫斯塔法·法拉斯院长表示，摩中双
边司法合作对于维护稳定经贸关系、建
设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双边关系发展
都具有积极意义。摩洛哥最高法院愿同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深化务实合作，沿着
两国元首确定的方向，以构建更加紧密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在两国最高
法院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开展广泛
交流与合作，形成更多富有建设性的司
法合作成果，促进两国关系深入发展。

在会见摩洛哥宪法法院院长萨义
德·亦哈依时，周强表示，今年3月，
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宪法修正案，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把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
宪法，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体现了全
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为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宪
法保障。根据中国宪法和有关法律规
定，中国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承
担宪法解释、宪法监督等职责。萨义
德·亦哈依介绍了摩洛哥宪法法院职能
以及审理案件情况，表示愿意与中国加

强沟通，进一步加深相互了解，为两国
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在会见摩洛哥司法大臣穆罕默德·
奥加尔时，周强表示，中国法院正在围
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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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全面
加强智慧法院建设，加快建设公正高效
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体制。穆罕默德·
奥加尔介绍了摩洛哥司法部的职能和工
作情况，表示愿意在司法改革、法院行
政管理等方面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相互
学习、相互借鉴。

在会见卡萨布兰卡商事上诉法院院
长阿布德拉扎克·阿姆拉尼时，周强介
绍了中国商事审判机构尤其是最高人民
法院第一、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和国际商
事专家委员会、上海金融法院以及杭
州、北京互联网法院等运行情况，希望
中摩双方在商事司法领域加强交流互
鉴，为跨国贸易当事人提供更加便捷的
纠纷解决方式，更好满足当事人的多元
司法需求，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营
造稳定、公平、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
境。阿布德拉扎克·阿姆拉尼介绍了卡
萨布兰卡商事上诉法院职能及其通过审
理合同、破产等案件保护和促进企业投
资和经营方面的做法。

在会见摩洛哥司法高等学院院长阿
卜杜勒马吉德·吉米佳时，周强表示，中国
愿加强两国法官培训机构之间的交流合
作，分享法官培训经验，搭建案例交流平
台，共同加强对各国司法案例特别是非
洲、阿盟和欧洲国家法院典型案例的研
究，促进提高两国司法能力和水平。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学群、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占国、山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甲天等参加访
问。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李立陪同参加相
关活动。 （余茂玉）

周强率团访问摩洛哥时表示

深化中摩司法交流与合作
促进经贸往来和人文交往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周强与摩洛哥最高法院院长莫斯塔法·法拉斯进行工作会谈。 张艳兵 摄

周强会见摩洛哥众议院议长哈比卜·埃尔·马尔基。 张艳兵 摄 周强会见摩洛哥参议院议长哈基姆·本希马。 张艳兵 摄

本报柏林9月 22日电 9 月 19
至 22 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
率团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于 21
日在柏林与德国联邦总理府情报国务
秘书盖斯曼共同主持第二次中德高级
别安全对话。

在对话中，中德双方一致认为，举
行中德高级别安全对话，是落实习近
平主席与默克尔总理共同发表的《建
立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
明》的重要举措，体现了两国在安全领
域的相互重视以及充满信任的合作。

双方在对话中强调了安全领域国
际合作和对话的重要性，一致同意本
着“平等互信、坦诚务实”原则，继
续深化两国安全领域合作。双方围绕
反恐怖及反极端主义、网络与经济、
反跨境犯罪、国际和地区安全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交流，就共同利益和国际
及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合作达成共识。

双方商定，下次中德高级别安全
对话将于2019年在中国举行。

在德国访问期间，陈一新还分别
与德国联邦总理府部长布劳恩、总理

府情报国务秘书盖斯曼、内政部国务
秘书克林斯举行了会见会谈。

陈一新在会见会谈时指出，自习
近平主席与默克尔总理 2014 年共同
确立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以来，
两国关系得到长足发展。情报和执法
安全合作是两国关系重要组成部分，
高级别安全对话机制为双方在上述领
域开展建设性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
去年6 月在中国举行首次对话以来，
两国情报和执法安全交流合作取得新
的进展。中方愿与德方共同努力，进
一步发挥好高级别对话机制作用，推
动双方在反恐怖、海外利益保护、打
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安全等领域
开展更多务实交流与合作，更好地服
务中德两国友好关系发展大局。

参加会见的德方官员表示，德方
重视与中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愿与
中方保持对话交流，继续深化两国安
全领域合作。

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国家安全部
副部长董经纬、公安部部长助理林锐
等参加上述活动。

陈一新和盖斯曼共同主持第二次中德高级别安全对话

双方一致同意继续深化两国安全领域合作

基本解决执行难 坚决打赢决胜仗

本报讯 （记者 梅 瑰）近日，为
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将依法
严惩黑恶势力犯罪与综合治理有机结合，
从源头上防范黑恶势力犯罪，湖北省高级
人民法院专门下发《关于在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中加强司法建议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要求全省法院在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中，加强对涉黑涉恶案件的分析
研判，及时发现黑恶势力犯罪的规律和特
点，通过司法建议等形式向党委、政府及

相关部门及时通报，增强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针对性、实效性。

《通知》规范了司法建议工作。
《通知》明确司法建议应当以法院名
义发送，不得以内设机构或者个人名
义发送；拟向上级党委、人大、政府及
其部门提出的司法建议书，可以提请
上级法院发送。规定司法建议书应
当及时送达被建议单位，并对建议的
采纳、落实情况进行跟踪了解，必要
时可要求有关单位对处理结果予以
反馈，在此基础上，将司法建议书、被
建议单位反馈意见及相关材料单独整

理立卷移送归档。
《通知》加强了司法建议指导。《通

知》要求上级法院应当加强对辖区法
院司法建议工作的指导，将扫黑除恶
司法建议工作纳入督导和数据统计
范围。在司法建议工作中，既要注重
对个案中反映的具体问题提出个案
司法建议，也要注重针对一类案件中
反映的普遍性问题提出类案司法建
议，对普遍性、系统性问题提出综合
司法建议，并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
加强对扫黑除恶司法建议工作的宣
传，扩大司法建议工作的社会效果。

湖北高院下发通知要求

加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司法建议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吴玉萍） 近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主办，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协办的第三届司
法大数据专题协作研究研讨会在天津
法官学院召开。全国承担了137个第
三届司法大数据专题协作研究任务的
136家法院及4家信息化领域公司代
表参会。

据介绍，司法大数据专题协作研
究依托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
台，以海量大数据分析为基础，通过
数据挖掘、建模分析等信息化辅助技
术，开展专题研究，旨在进一步推进
大数据技术与司法工作的深度融合，
发现数据背后的司法规律，进一步发

挥司法大数据在法院自身建设、经济
社会发展、服务国家治理等方面的辅
助决策作用。

此次会议强调，全体课题组成员
单位要全面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周强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领导小组 2018 年第二次全体
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紧紧依靠司法
大数据提供智能服务和精准决策，
加强司法大数据在司法管理中的应
用，坚持构建并完善司法综合指数
体系，实现常态化监控预警，辅助
科学决策，促进管理更加科学，切实
做好专题协作研究任务，交出优异的
研究成果。

加强数据应用 促进科学管理

天津研讨司法大数据专题协作研究

重庆检察长首次列席高院审委会

加强沟通协调 共同形成合力
本报讯 （记者 刘 洋） 日

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临萍
主持召开重庆高院审判委员会 2018
年第 18 次会议。重庆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贺恒扬首次列席会议。

杨临萍强调，检察长列席同级人
民法院审委会，是法律赋予人民检察
院的一项重要法律监督职能。全市法
院要认真落实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
院审委会制度，自觉接受检察机关法
律监督，进一步加强与检察机关的沟
通协调，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共同提
升案件质量，切实维护司法公正，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
贺恒扬表示，落实好检察长列席

审委会制度，就是检察机关与审判机
关一道，共同厉行法治，践行良法善
治，共商司法公正之计、共解司法公正
难题，通过真诚沟通、充分论证，统一
司法标准和尺度，共同把案件办准办
好，形成共同维护法律权威、共同捍卫
司法公信、共同促进司法公正的合
力。全市各级检察院检察长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正确认识检察长列席
审委会制度的重大意义，主动加强与
法院的沟通协作，进一步健全联系机
制，确保相关工作规范有序推进。

本报讯 （记者 汪怡潇） 日
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
布会，发布全省各级法院自今年7月
启动“雷霆风暴”执行行动以来所取
得的成效。

据统计，在开展“雷霆风暴”执
行行动的 73 天里，全省各级法院依
法采取各种执行措施和强制措施，已
冻结被执行人银行存款 20.55 亿元，
扣划存款 10.3 亿元，冻结股权 12.55
亿元，查封房产土地 299.65 万平方
米，查封扣押车辆 2200 余辆，腾退
房产土地 308 处 （宗），将失信被执
行人纳入失信黑名单11153人，依法
搜查318处 （次），处以罚款162人，
实施拘留 1949 人，发放款项、以物

抵债等执行到位总额51.2亿余元，执结
案件30283件。

接下来，全省各级法院将结合本地
本院实际，采取包括穷尽各种措施查控
一批、隐匿转移财产搜查一批、符合法
定情形拘留一批、有财产可供执行执结
一批、无财产可供执行终本一批、核心
指标再提升一批在内的“六个一批”等
强有力措施，再次发出执行集结令，掀
起“雷霆风暴”执行行动新高潮。

此次发布会还发布了5类共25个典
型案例，其中特别发布了因营造良好舆
论氛围促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5个典
型案例，充分说明新闻媒体的宣传报
道、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对于基本解
决执行难工作意义重大。

贵州“雷霆风暴”成效显著
73天执行到位51.2亿余元

9月22日，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法院执行干警来到失信被执行人胡某某
的姐姐胡某家中，寻找其弟下落，不料遭到“护弟心切”的胡某阻挠。尽管如
此，执行干警还是找到了躲在卫生间里的胡某某，并依法拘留了妨碍公务的胡
某。图为胡某因阻碍执行被执行干警强行带走。 陈慧珺 秦 越 摄

扫黑除恶在行动

上海高院联手高校及企业召开会议
共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本报讯 （记者 严剑漪 通讯
员 郭 燕）日前，由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与上海大学法
学院、知识产权学院联合主办的“进
博会参展企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座谈
交流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
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召开。来自法
院、高校、国内外知名企业的法官、
学者、法务人员等 50 余名代表参加
了会议。

据悉，此前，上海高院制定并发
布《关于服务保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的若干意见》及配套规定，明确除
专属管辖、约定管辖等特殊情况外，
涉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案件指定由上
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上海市普陀区

人民法院受理。根据上海高院的部
署，相关法院也正探索在进博会园区
内设立法庭，配备专业审判团队力
量，以集约处理的方式，为涉进博会
案件中外当事人提供及时有效便捷的
司法救济。

上海高院表示，将充分听取参展
企业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结合高
校的调研成果，做好充分准备，积极
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公正高效审
理在进博会筹办、举办和撤展过程中
发生的各类案件，加强司法规范和引
导，促进贸易畅通，发展互利共赢的
经贸关系，切实保障进博会各方主体
的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竞争、诚实守
信、和谐共赢的良好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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