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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强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一行

□习近平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
展道路 组织动员妇女走在时代前列建功立业 王沪宁出席

要闻
简报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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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政府大力支持执行攻坚工作
李国英表示“江淮风暴”得民心、合民意、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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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 月 2 日电 （记者
孙 航）今天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首
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
最高人民法院会见了世界银行行长金
墉、常务副行长兼首席行政官杨少林
等一行。

周强对金墉一行来访表示欢迎。
周强表示，世界银行在维护多边贸易
体制、促进全球贸易、推动全球营商
环境改善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
明显成效。世界银行每年发布的全球
营商环境报告具有重要影响力，中国
法院高度重视报告有关司法指标的评
估情况和提出的改进建议，不断提高
司法服务水平，积极参与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

周强介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法院高举
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深化司法体制改
革，大力加强信息化建设，全面推进司
法公开，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
化，努力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
的营商环境。中国法院加大产权司法保

护力度，加强知识产权、金融等领域审
判专业化建设，坚持平等保护中外当事
人合法权益，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努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
法服务。

周强表示，欢迎世界银行多到中国
法院考察，多关注中国法院司法改革、
信息化建设等情况。中国最高人民法院
愿与世界银行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在
人员培训、信息化建设等领域开展务实
合作，推动中国法治营商环境持续提
升，共同为改善全球营商环境作出贡
献。

金墉感谢周强的会见。他积极评价
中国法院在司法公开、信息化建设等方
面取得的成就，指出中国司法领域的

“执行合同”指标处于领先水平，中国
法院信息化经验值得向更多国家推广。
他表示，愿与中国法院开展更加广泛深
入的交流合作，推动全球营商环境持续
向好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有关部门负
责人参加会见。 图为周强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 孙若丰 摄

本报讯 近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统一部
署，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第一、二、三、四、五、六巡视
组分别进驻第一、二、三、四、五、六巡回法庭，对巡
回法庭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巡视。10月29日至31日，巡
视组成员在国家法官学院接受培训后，进驻各巡回法
庭，11月1日、2日分别在巡回法庭召开了巡视动员会
议。

据了解，本次巡视主要任务是，根据《中国共产党
巡视工作条例》《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贯彻〈中国共
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实施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巡视工
作规划 （2018—2022 年）》 有关规定，聚焦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从严治
党，围绕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
设、纪律建设和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督促巡回
法庭党组织强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为实现“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提
供有力保证。

根据巡视工作有关规定，巡视组主要受理反映巡回
法庭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和重要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
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
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
映。对其他问题的举报和反映，将按照规定转有关部门
处理。

据悉，这次巡视时间为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巡
视期间，各巡视组在所巡视的巡回法庭设有巡视工作
意见箱，并开通值班电话和电子邮箱。受理电话时间
为：工作日8∶30-18∶00。各巡视组巡视联系方式如
下：

第一巡视组负责巡视第一巡回法庭，值班电话：
18902480145，电子邮箱：xunshizu1@court.gov.cn；

第二巡视组负责巡视第二巡回法庭，值班电话：
15998199701，电子邮箱：xunshizu2@court.gov.cn；

第三巡视组负责巡视第三巡回法庭，值班电话：
19850712456，电子邮箱：xunshizu3@court.gov.cn；

第四巡视组负责巡视第四巡回法庭，值班电话：
13663714513，电子邮箱：xunshizu4@court.gov.cn；

第五巡视组负责巡视第五巡回法庭，值班电话：
13696428151，电子邮箱：xunshizu5@court.gov.cn；

第六巡视组负责巡视第六巡回法庭，值班电话：
15094017467，电子邮箱：xunshizu6@court.gov.cn。

（郭献朝）

本报北京 11月 2日电 今天，
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召开完善委派
调解机制改革座谈会，研讨如何进
一步完善委派调解机制，不断健全
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最高人民法
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少平出席会
议并讲话。

李少平指出，完善委派调解机
制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
依法治国委员会历次会议上的讲话
精神，传承创新“枫桥经验”，深化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举
措，意义十分重大。做好完善委派
调解机制，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抓
实抓出成效。要从完善国家治理体
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战略高度
来看待和规划这项改革，切实找准
推进改革的正确方向，抓好落实，
抓出成效。二要始终坚持问题导
向，完善制度机制。要不断完善委
派调解机制，完善程序和流程，让

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矛盾纠纷的源头
化解工作，不断完善诉调对接机
制，发挥司法的引导、推动和保障
作用。三要不断加强实践探索，积
累有益经验。在总结更多务实管用
经验的同时，还进一步引导当事人
选择非诉讼纠纷解决途径化解纠
纷，提高人民法院依法化解纠纷的
能力。四要不断完善配套措施，提
升纠纷解决体系的精细化水平。进
一步推进组织管理、诉调对接、信
息应用的精细化，为当事人提供智
能化、全方位、人性化的司法服务。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代院长寇昉，中共北京市委政法委副
书记张玉鲲在会上致辞。全国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调解组织
代表，以及全国人大法工委、中央政
法委、司法部以及部分省市法院负责
同志出席会议。

（马德天）

本报讯 （记者 陈 镇） 11月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姜伟到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调研，听取福建高院、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石狮市人民法院诉
讼服务中心建设情况汇报，并通过视频查
看了全省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情况。福建高
院党组书记、院长吴偕林陪同调研。

姜伟指出，福建三级法院认真贯彻
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和周强院长工作
部署，紧紧依靠党委领导和政府支持，
立足福建法院实际，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认真总结司法规律，全力推进现代

化诉讼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深化“分调
裁”机制改革，为人民群众提供诉讼服
务，创造出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有益

经验。三明中院诉讼服务中心标准化建
设和石狮市法院把非审判事务分流到诉
讼服务中心办理，提高审判质效等创新

举措方向正确，经验可行，成效明显。
姜伟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创新司法为民模式，以诉
讼服务中心转型升级为重点，全面推进
诉讼服务中心现代化建设。要充分发挥
诉讼服务中心在解决案多人少矛盾方面
的作用，大力推进“分调裁”机制改
革，让少数法官通过调解速裁和快速审
理多数简单案件，将诉讼服务中心建设
成为简案快审的窗口，更好地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本报讯 （记者 丁国华 通讯
员 梁慧杰）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孙华璞率队在山
西就司法改革重点项目开展专项督察。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
长朱明代表省高院党组就全省法院全面
落实中央司改精神、扎实推进司法改革
的情况向督察组进行了汇报。

在督察时，孙华璞指出，山西高
院党组始终坚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和十九大精神，紧紧围
绕最高法院司法改革的五项重点内容
聚焦发力，工作思路清晰，工作重点
突出，工作作风务实，司法改革硕果

累累，智慧法院亮点纷呈，执行工作
卓有成效，服务了山西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

孙华璞强调，这次督察工作是最
高法院党组落实中央司法改革任务，
落实中央深改办、中央政法委关于开
展督察工作要求的一项重要安排，一
定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这次督察工

作，充分认识到这次督察工作对推动
中央确定的司法改革任务完成、综合
配套措施落地、充分释放司法改革正
面效能的重要意义，真正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中央司法改革重大决策部署
上来，统一到周强院长和最高法院党
组对督察工作的要求上来。山西法院
要以这次督察为契机，不忘初心，继

续前进，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补齐
短板，全面完成好中央和最高法院党
组部署的各项司法改革任务，在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为全国法院的司法改革提供更多可复
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

随后，督察组一行分赴太原、临汾
等中、基层法院进行实地督察，通过听
取司法改革工作的情况汇报，查阅制度
文件、工作台账，与有关方面代表分类
座谈等方式，深入了解了山西法院司法
改革开展和措施推进落实情况，了解相
关单位对司法改革成效的实际评价。

本报讯 （记者 武新邦 通讯
员 操田力 高 研）近日，安徽省省
长李国英再次对安徽法院开展的“江淮
风暴”执行攻坚战给予充分肯定，表示

“江淮风暴”执行攻坚战得民心、合民
意、打得好。安徽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
取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为优化
安徽省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作出了积极
贡献，省政府将大力支持执行攻坚工
作。

从4月3日“江淮风暴”执行攻坚

战打响以来，经过六个月的狂飙突
进，“江淮风暴”执行攻坚战取得重
大成果。截至10月20日，安徽法院
共新收执行案件 224259 件，结案
200994 件 ； 在 新 收 案 件 同 比 上 升
20.66%的繁重办案任务下，实现结案
数同比上升 52.15%，执结标的额达
1752.06亿元，同比增长84.2%；共发
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00831 人，并
进行媒体公开曝光，对 229931 人在
置产置业、担任公职、乘坐飞机高

铁、高消费等方面采取限制措施，拘
传12299人，拘留6670人，移送（自
诉）追究刑事责任813人，迫使“老
赖”自动履行债务15.95亿元。下一
步，安徽法院将在省委坚强领导、最
高法院有力指导以及有关部门和社会
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继续乘势而进，
持续发力，将“江淮风暴”执行攻坚
战进行到底，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
难这场硬仗，为建设现代化五大发展
美好安徽作出应有的贡献。

李少平在完善委派调解机制改革座谈会上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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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姜伟在福建调研时强调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力推动诉讼服务中心转型升级

孙华璞在山西督察时强调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司法改革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本报北京 11 月 2 日电 （记 者
李 阳）中国和白俄罗斯政府间合作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2日在京举行。委员会
中方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
法委书记郭声琨与委员会白方主席、白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斯诺普科夫共
同主持。

郭声琨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
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推动下，中

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入相互信任、合
作共赢的新阶段，各领域交流合作达到
历史最高水平。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
要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深入对接发
展战略规划，推动双方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不断深化，取得更多成果，更好地造
福两国人民。

郭声琨表示，中白工业园是“一带一
路”倡议的标志性项目，具有重要示范意

义。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协作配合，扎实
推进中白工业园项目建设，将其打造成为
双方共建“一带一路”的样板工程。同时，
要深入挖掘各领域合作潜力，进一步扩大
经贸、高科技、教育、文化等交流合作，不
断提升合作规模和水平。要深化执法安
全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
织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民众福祉。

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深入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方进一步加强各
领域合作。

会议开始前，郭声琨与斯诺普科夫
举行了小范围会谈。会后，双方签署了
会议纪要并见证签署了有关合作文件。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驻白俄
罗斯大使崔启明，白俄罗斯驻华大使鲁
德及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双方成员单
位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举行
郭声琨与斯诺普科夫共同主持

图为中国和白俄罗斯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现场。
郝 帆 摄

图为会后，郭声琨与斯诺普科夫签署会议纪要。
郝 帆 摄

本报讯 11月1日下午，全国
妇联第十二届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
次全体会议，选举全国妇联第十二
届主席、副主席和常务委员。北京
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兼政治部主任
宋鱼水连任全国妇联兼职副主席。

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全
国妇联主席、副主席和常务委员。

沈跃跃当选全国妇联主席。黄晓
薇、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
张晓兰、程红、夏杰、谭琳、曹淑
敏、余艳红、吴海鹰、石岱、宋鱼
水、刘洋、陈化兰、蒙曼等 14 位
同志当选全国妇联副主席。万相兰
等 40 位同志当选全国妇联常务委
员。 （海 轩）

宋鱼水连任全国妇联兼职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