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公交驾驶员安全驾驶如何定罪量刑
案例研究院邀请专家进行专题讨论
本报记者 乔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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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引
发社会关注。
对正在驾驶公交车的司机实施违法
犯罪行为应当如何认定法律责任？如何
预防、规制这类行为的发生？这类违法
犯罪行为的罪名确定、刑罚裁量与情节
考量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针对此类事
件进行立法方面的完善？
11 月 9 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
研究院举行研讨会，邀请各方专家和有
关社会人士以“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
件”为例，探讨近年来类似案件的量刑

及完善立法有关问题。

公交刑事犯罪并非个案 入
罪、量刑标准仍需细化
来自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
北京
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辽宁省沈阳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的几位法官依
次分享了对正在驾驶公交车的驾驶员
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案件的主审过程。
万州区法院法官严学万介绍说，
该院在 2015 年至 2018 年，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例共有 9 件，其
中与公交车相关的有 7 件。涉案被告
人共 7 人，其中男性 6 人、女性 1 人，年
龄以 40 岁至 50 岁居多，文化程度普遍
不高。7 件案件均作有罪判决，大多
数适用缓刑。
严学万表示，在这类案件的入罪
标准上，如何区分一般治安违法与刑
事犯罪，做到既依法不随意降低或拔
高打击的范围，又要精确地惩治此类
犯罪，仍需进一步明晰。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 40 周年访问团时强调 在国家改革开放中
要闻
（据新华社）
简报 实现香港澳门更好发展 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篇章 韩正参加会见

11 月 12 日，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 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 周年大会在浙江绍兴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出席会议并讲话。
郝 帆 摄
本 报 绍 兴 11 月 12 日 电 （记 者
李 阳） 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
“枫桥经验”55 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
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 周年大会
12 日在浙江绍兴召开。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会上
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坚持创新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进基层社
会治理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

安中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郭声琨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
持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的根本遵循，引领创造了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两个奇
迹”，充分表明了以“枫桥经验”为重
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
系具有独特优势。
郭声琨要求，要从增强“四个意

识”
、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的高度，把加强党的领导作为
贯穿基层社会治理的主线，健全基层社
会治理体制，努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
现代社会治理新格局。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好党的群众路
线，更好地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
民利、凝聚民心。要以自治为基础、法
治为保障、德治为先导，加强智能化建
设，推动“枫桥经验”向城镇社区治理
延伸，筑牢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

55 年经典，织就平安中国和美画卷
——从“枫桥经验”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密码”
本报记者 李 阳
钱塘江水奔腾不息，见证了无数重
要的时刻。
55 年前，在诸暨枫桥，一个普通
的江南小镇，基层干部群众创造了“发
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的
“枫桥经验”
。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沧桑，这一
来源于乡村的治理经验，不断被赋予新
的时代内涵，从之江两岸走向全国各
地，成为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成
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国方案”。
在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
经验”55 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
持发展“枫桥经验”15 周年之际，日
前，一场全国政法系统高规格纪念大会
在经验发源地浙江绍兴召开。
大会发言、经验交流，不同领域、
不同视角，承载起共同的使命——为基

层社会治理探寻发展之道，为平安中
国、法治中国建设寻找力量源泉。

坚 守 一 颗 初 心 —— 为 了 人
民，依靠人民
“枫桥经验”一路走来，为了人
民、依靠人民是其永恒的生命线。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人民法院工作
始终与人民群众利益休戚相关。主动适
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着力解决群众最盼、最急、最怨的突出
问题，这既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开展“电话立案”
“上门立案”“网
上立案”，让群众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
最大受益者，这是维护民利的努力；
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促进司法公
开透明，让群众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最

广大参与者，这是汇聚民力的努力；
搭建集智能咨询、语音识别、机器
人应用和无障碍浏览为一体的网络平
台，让群众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优质高
效的司法服务，这是赢得民心的努力。
“枫桥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
党的群众路线，为了群众、依靠群众，
基层社会治理才能汲取到群众给予的强
大力量，才能战无不胜、所向披靡。
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枫
桥经验”，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为
饱满的精神实质。
——要紧密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深入推进对黄赌毒、盗抢骗、食药环
等影响群众安全感的违法犯罪打击整治
行动，更准办好案、更好控发案，切实保
护人民群众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
——要深入推进基层司法规范化建

芙蓉国里的
“枫桥经验”
——湖南法院创新拓展多元解纷机制纪实 （上）
本报记者 陶 琛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
“枫桥经验”55 周年，也是习近平总
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
周年。湖南各级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决策部
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创新发展
“枫桥经验”，发挥在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建设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
不
断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努
力推进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不断提
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17 年，湖南法院共开展立案前
委派调解纠纷 11697 件，调解成功 6658
件 ； 开 展 立 案 后 委 托 调 解 纠 纷 4728
件，调解成功 1970 件；开展法院专职

调解纠纷 11453 件，调解成功 7656 件；
受理申请司法确认 1146 件，确认有效
1102 件。

“大调解”广泛吸收社会力量
2015 年 3 月，任某因患荨麻疹前往
廖某处就诊。廖某给任某开具处方治

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赵克志，中央政
法委委员周强、张军、陈一新、陈文清、傅
政华、宋丹、王宁，
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车俊出席会议。中央政法
委、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中国
法学会有关负责同志，
参加综治工作（平
安建设）考核评价工作的中央部分部委
分管负责同志，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政法委书记、分管副书记和法院、
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信访
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设，着力解决不严格、不规范、不公
正、不文明问题，推动司法活动程序公
开化、裁量标准化、行为规范化，让人
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要把党的群众路线贯穿社会治
理全过程，健全依靠群众、组织群众、
发动群众的体制，创新为民谋利、为民
办事、为民解忧的机制，努力使社会治
理过程群众参与、成果群众获得、成效
群众评判。
社会治理犹如一棵大树，只有根植
于人民群众，
才能郁郁葱葱、生机无限。

坚 定 一 个 方 式 —— 法 治 保
障，增强定力
良法善治是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个重要特色，
就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治理
难题。
从浙江法院的“分调裁”机制，到福
建法院的
“互联网+联片调解法”
，
再到上
海覆盖金融全行业的系统性纠纷多元化
解体系，各地的“枫桥经验”新亮点无不
包含着法治元素。法治为矛盾纠纷处理
提供了基础和保障。 ⇨下转第四版

疗。而后，任某出现左眼视物模糊，
先后前往深圳多家医院诊疗。
“把你给我治病的用药成分给我
看看！
”任某找到廖某。
“这药是我自制专科药，怎么能
给你看呢！
”廖某拒绝告知。
双方由此产生纠纷，诉至津市市
人民法院。法院本着调解优先、案结
事了的宗旨，迅速启动多元化解纠纷
联动机制，联合人民调解组织、行政
调解组织的力量共同调解。
第一次调解失败后，调解人员并
未放弃，积极采取面对面、背靠背等
形式继续对双方进行入户调解和电话
调解，但仍未促成双方和解。
⇨下转第四版

本报评论员

坚持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
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让﹃枫桥经验﹄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郭声琨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
“枫桥经验”55 周年
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
“枫桥经验”15 周年大会上强调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 周年，也
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
“枫桥经验”
15 周年。
55 年前，浙江诸暨干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了“发动和依
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
“枫桥经验”。55 年来，浙江诸暨把“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
众，就地解决问题”的基本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全国各地认真
学习推广“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等经验做
法，
使
“枫桥经验”
展现出历久弥新的魅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不遇之大变局，
而我国正处于
“两个
一百年”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人民需要深刻变化、经济体系深
刻转型、
科学技术深刻革命、
社会结构深刻变动、
利益格局深刻
调整、
思想观念深刻转变，
社会治理正面临着新课题和新挑战。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以人民
为中心，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以基层基础建设为保障，
与时俱进
地把
“枫桥经验”
坚持好、
发展好，
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
贯彻
好，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我们必须坚持把党的领
导作为根本保证，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55 年
来，
“枫桥经验”
之所以充满生机和活力，
最根本的就在于把党
的领导落实到基层，使党组织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头
雁”。我们一定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把加强
党的领导作为贯穿基层社会治理的主线，充分发挥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凝聚起基层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
“枫桥经
验”
一路走来，
为了人民、
依靠人民是其永恒的生命线，
我们要主
动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
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
生活新需要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创造性地贯
彻落实好党的群众路线，
更好地了解民情、
集中民智、
维护民利、
凝聚民心，
使基层社会治理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我们要坚持把自治、法
治、德治作为根本方式，努力构建基层社会善治新体系。自
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源于基层实践，是“枫桥经验”创新
发展的重大成果。充分发挥群众自治的基础作用，可以增强
基层社会治理的活力；充分发挥法治建设的保障作用，
可以增
强基层社会治理定力；充分发挥道德建设的教化作用，
可以增
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潜力。我们要坚持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
保障、
德治为先导，
优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我们要把预测预警预防
作为根本任务，努力打造矛盾风险防控新模式。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
预判风险所在是防范风险的前提，
把握风险走向是谋
求战略主动的关键，我们要把社会治理的着眼点放到前置防
线、前瞻治理、前端控制、前期处置上来，提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最大限度把各
类风险防范在基层、
化解在源头、
消灭在萌芽状态。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
我们要坚持把基层基础建设作为根本支撑，
努力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新动能。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必须把抓
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
“枫桥经验”
发端于基层，
基层基础这一本
源始终不能丢。我们要以推动“枫桥经验”由乡村治理向城镇、社区治理延伸为
着力点，不断提升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从最小细胞抓起，完善重心下
移、
力量下沉、
保障下倾的工作机制，
筑牢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
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奠基之
举、
固本之举。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锐意进
取、
扎实工作，
深入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李少平在福建督导检查禁毒工作时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奋力开创新时代禁毒工作新局面
本报讯 11 月 9 日，国家禁毒委
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
少平在福建省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禁毒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禁毒决策部署情况
进行督导检查。
李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禁毒工作。今年 6 月 21 日，习近平
总书记又对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为我们做好禁毒工作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福建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增强做好禁毒工作
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学
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锐意进取，真抓实干，
奋力开创新时代禁毒工作新局面。
李少平就进一步加强禁毒工作提

出三点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
聚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
策部署上来。二是聚焦重点工作，以
禁毒“两打两控”专项行动、重点整
治和示范城市创建三项重点工作为抓
手，切实采取措施，力争在解决重点
难点问题上取得新突破。三是强化担
当意识，压实禁毒工作责任，着力构
建党政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共治的
禁毒工作格局，完善工作机制，夯实
基础保障，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福建省副省长、禁毒委员会主任
田湘利，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
偕林，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相
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督导检查活动。
（李静然）

抓办案从抓党建入手 抓党建从抓办案出发

黑龙江扎实推进基层党建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朱丹钰 通讯
员 李长文）日前，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出台了院机关加强新时代抓党建
带队建促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抓办
案从抓党建入手，抓党建从抓办案出
发，
扎实推进基层党建全面提升工程。
黑龙江高院提出，
党员人数符合建
立党支部要求的庭都要建立党支部，
不
符合人数要求的与其他庭一起建立联
合党支部，
让党支部建在庭上。各审判
执行部门将党小组设置与“扁平化”
管
理、组建新型审判团队紧密结合，
以审
判团队或合议庭为单元设立党小组，
让

党小组设在团队上、
红旗插在最基层。
黑龙江高院要求，全体党员要在
办公桌上摆放党员桌牌，胸前佩戴党
员徽章，亮明党员身份上岗。党员干
警到扫黑除恶最前沿、破解执行难第
一线等最难、最苦、最累的岗位去冲
锋陷阵、破解难题，党员办案情况每
月在庭内拉榜排序，
激励多办案、快办
案、办好案，
把每一起案件办成经得起
法律和历史的检验的“铁案”，做到司
法办案“三个效果”统一，让审判业绩
体现在坚持正确审判方向、审判质效
提升、勇挑重担和捍卫公平正义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