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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大要案审理示意图

40年大要案审理
40年法治前行之路

汤兰兰案：原审被告人申诉被驳回，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统一
让人们对司法公正充满信心。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成
为恢复和重建中国司法制度的
重要开端。

包郑照诉浙江省苍南县政府
案：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颁布。

三鹿奶粉案：促使国家加大惩治
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力度。

湄公河惨案：中国政府有责任、有
能力保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
侵害。

薄熙来案：微博直播开先河，彰显司
法公开的决心和公正审理的信心。

昆明“3•01”暴恐案：严惩暴恐罪
犯，维护国家安全。

周永康案：原常委被判刑，举世瞩目。十八大
以来反腐成效显著，令计划、郭伯雄、苏荣等
高官亦在之后相继被判刑。

“快播”案：促进完善互联网秩序。

涉徐玉玉案：震慑电信诈骗犯罪，提供相关案件审理参考。

盛方奇 制图

□当地时间11月30日下午和12月1日上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继续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当地时间12月1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并举
行会晤。两国元首在坦诚、友好的气氛中，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同意，
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据新华社）

要案审理：法治中国
前行的“地标”

本报见习记者 姜佩杉

郭声琨在湖南调研时强调

深化平安建设 深化改革创新
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安徽：部署“江淮风暴”年度收官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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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 12 月 2 日电 （记者
李 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
法委书记郭声琨12月1日至2日在湖南
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化“四
个意识”，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研究谋划政法工作，深化平安建设，深
化改革创新，提高政法工作能力水平，
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在衡阳市公安局、益阳市公安局刑侦
支队，郭声琨详细询问涉黑涉恶案件办理
情况。他强调，要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战略高度出发，紧紧围绕三年为期目标，
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净化社
会生态。要认真研究黑恶势力犯罪新动
向，坚持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并重、网下
和网上并举，提高对黑恶势力及“保护伞”
深挖彻查能力，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
面纵深发展。要进一步加强法律政策研
究，细化执法办案标准，提高依法精准打
击黑恶势力的水平。要与行业监管部门
密切配合，加大综合整治力度，努力从源
头上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在衡阳市石鼓区综治中心、城市
“快警”平台和益阳市紫薇社区，郭声
琨察看警务机制改革、网格化服务管
理、雪亮工程建设等情况，对“一村一
辅警”“五中心合一”等做法给予肯
定。他指出，基层是创新社会治理、建
设平安中国的重心所在。要坚持创新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注重关口前
移、防范在先，紧紧依靠基层组织和干

部群众，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
作，努力把问题发现在早、解决在小。
要加强基层政法单位建设，统筹整合资
源力量，完善实战化运行机制，切实做
到社会治理更精细、服务群众更便捷。

在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郭声琨

深入了解诉前调解、员额制改革等情
况。他指出，要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机制，从源头上破解案多人少难题。要
统筹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和综合配套改
革，健全司法权运行体系，进一步规范
司法权运行，确保司法公正廉洁。要向

科技要质量、要效率，构建体制改革和
科技创新深度融合的新模式，进一步提
高司法公信力。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陈训秋、雷东
生，湖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关春
分别参加调研。

12月1日至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湖南调研。图为12月1日，郭声琨来到衡阳市石鼓区综
治中心调研。 郝 帆 摄

穿越四十年历史的沧桑，我们回
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有法可
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响彻礼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
建设开启新的篇章。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

自此，一幅关于司法事业砥砺奋
进的画卷缓缓展开，大要案审理就像
一个个“地标”，连结出法治中国前
行的图景。

从恢复和重建起步，一件
件大要案审理彰显法治权威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覆
灭。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
动严重破坏国民经济、社会秩序和其
他各项事业，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

1980年11月20日，10名主犯在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接受公开审
判，举国上下密切关注。1981年1月
25 日，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读判决
书，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终于受到
国家法律的制裁。该案审理期间，6
万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先后旁听。

历史性的审判，里程碑式的节
点，这是恢复和重建中国司法制度的
重要开端。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
“十年动乱”破坏了法治观念，

留下巨大后遗症。不法分子无视法
律，严重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生
命和财产安全。

为了迅速扭转异状，1983年8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严厉打

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
法律雷霆之下，“王子犯法与庶

民同罪”。1986 年，陈小蒙、胡晓
阳、葛志文等6名干部子弟因强奸罪
等被依法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

“中国国内宣布对高级干部子弟
判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外电纷
纷发文。

法治思想渐入人心。1988 年，
农民包郑照起诉浙江省苍南县政府，
这一案件推动“民告官”有了专门的
法律依据——1989 年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诉讼法》。

1998 年 7 月 21 日，深圳市工商
局和外资办在“深圳贤成大厦案”中
因清算违法被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宣布
败诉，成为境外媒体眼中“中国法制
史上一个不平凡的日子”。

改革开放伊始，经济犯罪造成了
国家巨大损失，严重腐蚀了干部队伍。

王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污
腐败被判处死刑的县委书记。时任中
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认为，在改革开
放关键时刻，如果不依照党纪国法惩
处，对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及
改革开放都是不利的。

在经济资源汇聚的长三角，邓斌
32 亿元非法集资案堪称改革开放以
来第一经济犯罪大案，涉案党员、干
部多达百余人。此案审理促进立法惩
处新型犯罪行为，助推国家金融管理
制度进步。

反腐重锤也毫不留情向“大老虎”
落下：2000年3月8日，江西省政府原
副省长胡长清因犯受贿罪等被执行死
刑，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被处极
刑的高级干部； ⇨⇨下转第四版

创新，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个鲜明
注脚。

四十年沧桑巨变，经济社会实现跨
越式发展。创新引领发展，保护知识产
权就是保护创新。

人民法院立足审判职能，深入贯彻
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不断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
判能力现代化，走出了一条护航创新的
坚实之路。

建章立制，绘就蓝图

2018 年 11 月 7 日，世界知识产权

工作者的目光聚焦瑞士日内瓦。
来自64个国家的100多名法官齐聚

一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届知识产权
法官论坛在瑞士日内瓦总部召开。中华
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
副院长陶凯元应邀出席并作主旨发言。

“我们愿意与世界各国一道，加强多
边、双边交流与合作，在参与、推动知
识产权国际保护和国际规则创制方面，
发挥更加积极和具有建设性的作用，共
同推进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现代化，共
同开创知识产权保护事业的美好未
来。”陶凯元掷地有声的演讲收获了阵
阵掌声。

中国司法在世界知识产权舞台获得
了尊重，赢得了赞许。正是由于中国司法
的改革、发展和不断进步，尤其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取得
的显著成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
因其学识影响和突出贡献，当选为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法官顾问委员会委员。

时间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
开放初起步，知识产权保护方伊始。那
时新中国制定第一部专利法、著作权
法，中国社会对于是否应当在科学技
术、文学艺术作品上设定私有权利还存
在争议。短短三十多年过去，“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

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
的激励”的观念已经形成广泛共识、深
入人心。

三十年间，中国建立起较为完善的
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制定多部国内法律
和特别法规，加入重要知识产权国际条
约，中国特色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并行
的“二元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了
积极作用，司法主导已经构建成型并逐
渐完善。

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
离不开“顶层设计”，这是中国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事业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历史
性成就的重要经验：

——2008年6月，中国发布《国家知
识产权战略纲要》，决定实施国家知识产
权战略，并将“加强司法保护体系”“发挥
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作为国
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点之一。

——201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将
“司法主导、严格保护、分类施策、比
例协调”确立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基
本政策。 ⇨⇨下转第四版

砥砺护航创新之路
——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四十年回顾

本报记者 孙 航

本报讯 （记者 武新邦 通讯
员 李有鹏 操田力）近日，安徽省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董开军主持召开全省法
院会议及“江淮风暴”执行攻坚战领导
小组会议，对下一步全省法院执行工作
进行再部署再推进，着力再掀执行工作
新高潮。安徽高院院领导，16 个中院
院长、执行局局长，部分基层法院院长
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自“江淮风暴”执行攻坚战
开展以来，全省法院狠抓执行办案，全面
提升执行效率，结案明显增多。各地法院
要聚焦“140＋X”工作要求，建立健全执行

工作长效机制，探索执行办案机制改革创
新，推动执行工作再上新台阶，全力以赴
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总攻阶段收官战，
为明年推进“江淮风暴”长效机制建设赢
得时间，创造条件。

据介绍，聚焦“140+X”工作中
“1”是指执行结案，要加快办案进度，
清理积案；“4”是指四个核心指标，要
坚持以四个核心指标为工作核心；“0”
是指不得虚假结案，对虚假结案要零容
忍，一旦发现，坚决查处问责；“X”
是指实际执行行动，要以实际执行行动
推进执行工作开展。

新华社呼和浩特 12 月 2 日电
（记者 刘懿德） 2 日下午，中央宣传
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公室在内蒙古
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联合举办 2018 年

“宪法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
近日，这三个部门联合发出通知，

要求以“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
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为主题，在
全国城乡广泛开展 2018 年“宪法宣传
周”活动。

司法部部长、全国普法办公室主任
傅政华在启动仪式上说，开展宪法宣传
教育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把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宪法作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全

力抓紧抓实抓好，集中精力搞好“宪法
宣传周”系列宣传活动，让弘扬宪法精
神的旗帜在神州大地高高飘扬。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
会主任李纪恒介绍了内蒙古通过法治乌
兰牧骑开展宪法法律宣传的经验做法，
并对下一步加强内蒙古自治区宪法宣传
提出了具体要求。启动仪式上，向内蒙
古自治区法治乌兰牧骑授旗，并向农牧
民、社区居民、学生等代表赠送蒙汉双
语宪法文本。中宣部副部长梁言顺主持
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结束后，社会各界干部群
众代表共同观看了法治乌兰牧骑汇报演
出。

据悉，今后每年的“国家宪法日”
都将开展“宪法宣传周”活动。

2018年“宪法宣传周”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