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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要闻
简报 （据新华社）

本报北京 9 月 26 日电 （记 者
孙 航）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布《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分
别于 2018 年 1 月 25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第1732次会议、2018年6月
13 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将于2018年10
月1日起施行。

近年来，民商事审判领域中的虚假
诉讼现象呈现多发态势。虚假诉讼违法
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损害
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为依法惩治此类行为，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出台了一系
列规定。《解释》结合刑事司法工作实
际，对刑法规定的虚假诉讼罪在具体适
用方面的若干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对
于实践中综合运用民事、刑事等多种手
段，依法惩治发生在民商事案件审判、
执行程序中的虚假诉讼违法犯罪行为，
维护正常司法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解释》共十二个条文，从虚假诉讼
犯罪行为的界定、定罪量刑标准、数罪竞
合的处罚原则、刑事政策的把握、地域管
辖的确定等方面作出了规定。针对理论
和实践中广泛关注和存在争议的虚假诉

讼犯罪行为的界定和定罪量刑标准问
题，《解释》规定，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
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
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
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认定为刑法
规定的虚假诉讼犯罪行为；向人民法院
申请执行以捏造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裁
决、公证债权文书，或者以捏造的事实对
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申请参与执行财产
分配的，属于刑法规定的虚假诉讼犯罪
行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致使
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裁判文书
的，应当认定为虚假诉讼罪，在未作出裁
判文书的情况下，行为人具有虚假诉讼

违法犯罪前科，或者多次以捏造的事实
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具有致使人民法院
采取保全措施、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干扰正常司法活动等情形的，也应当以
虚假诉讼罪定罪处罚。《解释》还规定，虚
假诉讼刑事案件由虚假民事诉讼案件的
受理法院所在地或者执行法院所在地人
民法院管辖，以有利于侦办机关及时调
取和固定证据，同时避免部分民事诉讼
当事人故意利用刑事手段恶意干扰民商
事案件的正常审理；在司法工作人员利
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虚假诉讼犯罪行
为的情况下，可以实行异地管辖，确保此
类案件公正审理。

最高法最高检公布司法解释

规范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本报北京 9月 26日电 （见习记
者 陈雨人）今天，在中国电视艺术家
协会电视剧网剧制作播出合作促进委员
会成立仪式暨首届中国电视剧网剧制作
播出艺术合作会上，发布了“中国最具
艺术影响力的电视剧出品机构”名单，
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从全国数千家制
作单位中脱颖而出，名列其中。

中国电视剧网剧制作播出艺术合作
会是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文联
网络文艺传播中心、中共武汉市委宣
传部共同主办的全国首家电视剧网剧
制作播出艺术与产业融合平台。本届
会议以“中国视力·影响视界；中国
剧会·聚会影响”为主题，聚全国 45
家电视台、150家大型制作公司，共同
致力于打造集电视剧网剧政策信息发

布、思想智库、项目孵化、资本对
接、版权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合作平
台。

在众多优秀电视剧制作机构中，最
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凭借近年出品的

《阳光下的法庭》《小镇大法官》等多部
兼具思想力与艺术性的佳作，不仅获得
了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剧网剧制作
播出合作促进委员会专家们的认可，也
在本届合作会的充分交流中得到来自业
界同行的肯定。今后，影视中心将在合
作会所创造的广阔平台上，继续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创作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作品之路上砥砺
前行，讲好法治故事，弘扬法治精神，
以电视剧这一艺术形式反映和记录法治
中国建设的进步历程。

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获评
“中国最具艺术影响力的电视剧出品机构”

四月，沂蒙大地山花烂漫。2000
公里外的黑龙江省绥芬河市，早上气温
仍在0摄氏度以下。

4月3日早上6点多，年仅47岁的
山东临沂市费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预审中
队指导员史夫俊，在绥芬河市查办一起
涉黑案件时，因日夜奔波突发疾病，不
幸因公殉职。

“干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项工

作，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费县公
安局刑侦大队教导员李成说。

与时间赛跑 用生命诠释忠诚

回顾史夫俊生前最后时光，争分
夺秒是关键词。

今年初，全国部署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费县公安局抽调业务骨

干，组建了一支 18 人的扫黑除恶打
击专业队。业务精湛的史夫俊成了队
友们的“主心骨”。

3月下旬，费县扫黑办接到一份
涉黑举报，最重要的一条线索是嫌疑
人曾经在黑龙江的绥阳林场雇凶伤
人。派谁去呢？“我去！”从警 14 载
的史夫俊主动请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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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恶不除，百姓难安。
今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

《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一场声势浩大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全
国打响。

从根本上铲除黑恶势力，需要全社
会的共同努力，更需要相关职能部门综
合治理。把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综合
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
形成长效机制，正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与以往打黑除恶的重要区别之一。

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
山东各级法院以敢于碰硬、敢打必胜的
勇气投入到攻坚战之中，共同打好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主动仗、整体仗。

深挖彻查，除恶务尽彰显决心

“朱永君被抓起来了！”
这个消息在烟台市高新区西泊子村

不亚于一场地震。这一曾担任村党支部
书记的“重量级”人物，和他背后作恶
多端的黑恶势力团伙，一夜之间成了阶

下囚，当地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黑恶势力能在一方盘踞多年、坐大

成势，长期得不到有效打击，与“保护伞”
的庇护有着极大关系。扫黑除恶中央第
五督导组进驻山东后，明确要求扫黑除
恶要与基层的反腐“拍蝇”结合起来，与

“打伞”结合起来。
“除恶务尽”，必须深挖背后的

“保护伞”。
对审理的每一起黑恶势力犯罪案

件，都要对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
伞”“关系网”进行审查、都要加大

对背后的腐败问题进行审查、都要对
有关部门失职渎职问题进行审查，这
是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开展的

“一案三查”工作。
而在审理各类民事、行政、执行以及

立案信访等案件过程中，山东高院要求
对可能涉及的黑恶势力犯罪线索进行审
查、摸排，并及时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不久前，菏泽中院对 2016 年以
来办理的刑事案件开展“回头看”，
将 4000 余件案件逐一梳理，摸排线
索，并转交有关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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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力斩“毒瘤”
——山东法院惩治黑恶势力犯罪工作纪实（下）

本报记者 李 阳 闫继勇

人民公安为人民
——追记倒在扫黑路上的民警史夫俊

新华社记者 吴书光 屈 辰

扫黑除恶在行动

本报北京 9月 26日电 （实习记
者 刘 强）今天，以“以全面依法治
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导，繁荣法
学研究，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为主题的
第十三届中国法学家论坛在京举办。中
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出席论坛并讲话，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中央全面依法治国
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陈一新出席并讲
话，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陈冀平作总结讲话。

王乐泉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
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
导，加强法学理论研究，主动服务党和国

家工作大局，推动法治中国建设不断开
辟新局面。法学家要旗帜鲜明讲政治，
坚持讲法治与讲政治的统一，讲政治才
能有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
讲法治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
治得以实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把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贯穿法学研究、法学教育和
法治实践全过程，并转化为清醒的理论
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
法，努力在全面依法治国伟大实践中建

功立业。法学研究要强化实践意识和
问题导向，积极主动为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服务。要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培养更
多熟悉和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德法兼修的社会主义法治人才。

陈一新在讲话中指出，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法学会要在推动全面
依法治国中充分发挥独特作用：一
是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引领“定盘
星”作用，肩负起引领广大法学法
律工作者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责
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社
会主义方向； ⇨⇨下转第二版

第十三届中国法学家论坛在京举办
王乐泉陈一新出席并讲话

本报武汉 9月 26 日电 今天，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马世忠在湖北法院就学习宣传贯彻宪
法相关情况开展调研。

马世忠指出，宪法是我国的根本
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
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人民法院作为
国家的司法机关，理应成为学习宣传
贯彻宪法的引领者、推动者和实践
者。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切实抓好宪法的学习宣传贯彻，自觉
维护宪法权威，捍卫宪法尊严，保证
宪法实施。

马世忠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把宪法学习宣传贯彻摆
到人民法院工作全局的重要位置，坚持

不懈抓好抓实抓出成效。要深入开展
学习讨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决防
止浅尝辄止、大而化之等形式主义倾
向，引导广大干警深刻领会宪法修正案
的核心要义，增强恪守宪法原则、弘扬
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的自觉性和
坚定性。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和手
段，运用鲜活生动的语言和事例，增
强人民群众宪法意识，在全社会营造
良好法治氛围。要忠实履行宪法和法
律赋予的职责，在党的领导下依法独
立公正行使审判权，自觉将每一起案
件都当作培育法治精神、引导社会风
尚的生动范例，提高审判工作质量和
效率，不断增强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
力和司法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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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世忠在湖北法院调研时强调

切实抓好宪法学习宣传贯彻 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

贺小荣在第五届行政审判优秀业务成果评选经验交流会上强调

将实质性化解争议作为行政审判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标准
本报深圳 9月 26 日电 （记者

肖 波）今天上午，第五届行政审判
优秀业务成果评选经验交流会在广东
深圳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专职委员贺小荣出席并致辞。

贺小荣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
一系列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
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
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党的十
九大提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确定到

2035 年，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
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
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
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基本实现。行政诉讼作为维
护人民合法权益、助力法治政府建
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法律制
度，具有解决争议、监督权力、救济
权利等多重功能，在维护中央权威、
保障法治统一方面已经和正在发挥非
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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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荆 龙） 近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防震减灾法执法
检查组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研究讨
论执法检查报告稿，部署常委会审议
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听取了执法检查组成员和国
务院有关部门意见建议后，执法检
查组领导指出，从检查情况看，国
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地方各级政府
认真履行防震减灾法定职责，将防

震减灾工作纳入政府工作重要议事
日程，加强宣传教育，强化法治建
设，防震减灾事业得到了充分发
展，但防震减灾形势依然严峻。会
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
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
循，推进法律全面有效实施，不断
提升防震减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做好法律实施的跟踪
督查，确保执法检查取得实效。

全国人大常委会防震减灾法执法
检查组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最高人民法院
官方微博二维码

最高人民法院
官方微信二维码

本版编辑 陆茜坤 fyxw@rmfyb.cn

基本解决执行难 坚决打赢决胜仗

日前，江苏
省淮安市中级人
民法院出动干警
575 名，对涉及
228 件 案 件 的
195 名被执行人
进行查找。图为
执行干警强制拘
传拒不履行义务
的被执行人。
赵大为
勒蓓蕾 摄

本报讯 9 月 25 日，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广东
省公检法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的规范指引》
的有关情况。

《规范指引》明确了被执行人隐
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个人达到2
万元、单位达到 20 万元以上，或者
以低于市场价格50%以上转让财产、

无偿转让财产，致使法院生效裁判无法
执行等 13 种情况，属于刑法规定的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
的情形，将构成犯罪并被处以刑罚。

根据《规范指引》，有证据证明负
有执行义务的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的，法院将会把案件线索移送公安
机关，由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对于符合自诉条件的，申请执行

人也可以向法院直接提起自诉。通过放
宽自诉案件的“入口”，为申请执行人
提供更顺畅的救济渠道。

《规范指引》为广东省办理拒执犯罪
案件提供了明确、统一的标准和指引，完
善了公、检、法三机关工作联动机制，凝
聚起打击拒执犯罪的合力，将进一步提
高司法效率。广东高院敦促失信被执行
人，要自觉履行好法院裁判，恢复自己的

信用等级，任何规避、妨碍和抗拒执行
的人，都将在社会活动中处处受限、寸
步难行，甚至可能付出自由的代价。

今年1月至8月，广东法院发布
失信人名单21.9万人次，对69.5万名
失信被执行人采取了限制乘坐飞机和
高铁等措施，采取罚款措施 2279 件，
拘留4395人，限制出境1799人，以涉
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或妨害公务
罪）向公安机关移送追究刑事责任
294 件，目前已判决 100 件，共 139 名
失信人受到刑事处罚。法院通过上述
各项惩戒措施，促使5.8万人按法院
生效裁判履行了义务。

（全小晴 林耀斌）

广东公检法联合出台办案指引

规范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办理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吕 佼 通讯
员 王靖媛）近日，青岛海事法院召
开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新闻发布会，
通报该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
发布海事执行典型案例。

据了解，2016 年以来，青岛海
事法院受理各类执行案件 2449 件，
执结 2360 件，结收比 96％，结案率
87％ ， 执 行 到 位 金 额 12.17 亿 元 ，
2018年以来终本合格率100％，信访

办结率100％。
针对海事执行案件标的多为涉

海、涉渔财产，工作点多、线长、面
广的特点，青岛海事法院立足自身实
际，积极破解海事执行难题。该院积
极推进执法协同平台建设和应用，主
动争取有关方面支持，与海关、海洋
与渔业局等单位签署执行联动协议，
积极推动建立海事执行联动机制，形
成了破解执行难综合治理新格局。

青岛海事法院全力破解执行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