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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纠正冤假错案示意图

2012-2017：再审改判刑事案件
6747件，其中依法纠正呼格吉
勒图案、聂树斌案等重大冤错案
件 39件78人，并依法予以国家
赔偿；对 2943名公诉案件被告
人和 1931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
法宣告无罪。

1978-1981：各级人民法院
共复查文革期间判处的 120
余万件刑事案件，依法改判
纠正冤假错案 30.1万余件，
涉及当事人32.6万余人。

1996：“疑罪从无”原
则在修改后的刑事诉
讼法中确立。

2007：死刑复核权正式收
归最高人民法院，有效预
防和减少了冤假错案。

2013：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印 发
《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
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

让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

2012 至今：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对纠正冤假错案给予了
特殊关注。2014 年起，纠正
和防范冤假错案工作被写入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600余字，六周年。很少有如此短小
精悍的规定，能如此深刻地改变中国。

2012 年 12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央政
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
的八项规定。全面从严治党由此破题，
涤荡痼疾、扫除积弊，作风建设成为党
的建设的“金色名片”。

党的十九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重整行装再出发，

不改初衷、践行承诺，以永远在路上
的执着将作风建设引向深入，把“金
色名片”越擦越亮。

一以贯之：作风建设不松
劲、不停步、再出发

2017年10月27日，党的十九大
闭幕第3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研究

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审议通过了一份重要文件——《中共
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
施细则》。

同样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的首次
会议，同样研究了作风建设的内容并
进一步深化细化，这样的安排绝非巧
合。

进入新时代，展现新风貌。
⇨⇨下转第二版

“金色名片”永不褪色
——写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六周年之际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梁建强 王 成 王井怀

今天是第五个国家宪法日，也是第一个“宪法宣传
周”。这次宣传周活动的主题是尊崇宪法、学习宪法、
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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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
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是对我国宪法的又一次重大完
善。这次修改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
为党的指导思想；纳入一系列重大制度设计，包括将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写入宪法总纲、在国家主席任职规定上作出调整、赋予
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等等。宪法修
改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党和国家从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
的重大决策，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必将对党和国家事业产
生极为广泛深刻持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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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任务。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宪法
修改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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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增强贯彻实施宪法的自觉性和坚
定性。要深刻领会和把握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反映
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明确了全党全国人民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有利于促
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共同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要深刻领会和把握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有
利于在全体人民中强化党的领导意识，有效把党的领导
落实到国家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
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和手段，
运用鲜活生动的语言和案例，增强人民群众宪法意识，
在全社会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人民法院发挥推动宪法
实施主力军作用，要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到人民法院工作的全过程，落实到人民法院
工作的各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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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严格维护宪法确立的人民权益，依法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
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
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要坚持服务保障宪法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奋斗目标，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重大战略实施，
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是人民法院担负的光荣使命，各级人民
法院要以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为契机，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
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奋力推进
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实现新发展，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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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宪法宣传周”

法施于人，虽小必慎。
因为“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

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
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
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
道防线，那么纠正、防范冤假错案就是
这道防线最后的堡垒。

改革开放 40 年来，人民法院紧紧
抓住时代契机，实事求是，勇于担当，
有错必究，先后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
加大了人权保障力度，让人民群众切实
感受到司法勇于纠错的态度和努力，赢
得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赞誉，司法公信力
也随之得以进一步提升。

面对未来，人民群众的期待如此热
切，司法的努力也将充满艰辛。我们有
理由坚信，公平正义的阳光，将洒遍我
们每一个人身上，去照亮法治中国前行
之路。

从拨乱反正开始

文革结束后，国家和民族再次站在
历史的转折点上。

十年内乱波及全国，遭迫害的人上
至国家主席、开国元勋，下至普通老百
姓，新中国的法治之路遭受重创。十年
间积累的大量冤假错案，亟待纠正错
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法院在
党的领导下全面复查和纠正文化大革命
前后产生的冤假错案，让百姓重拾对国
家和法治的信心。

1978 年 4 月 24 日至 5 月 22 日，最

高人民法院召开第八次全国人民司法会
议。《会议纪要》提出了按照“全错的
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
原则，处理刑事申诉案件，纠正冤假错
案。

1978 年，人民法院开始全面复查
文革期间刑事案件。

到 1981 年底，全国各级人民法院
共复查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120余万
件刑事案件，依法改判纠正冤假错案
30.1万余件，涉及当事人32.6万余人。
同时，各级人民法院还主动复查了
1977 年和 1978 年两年中判处的反革命
案件3.3万件，改判纠正错案2.1万件。

1978 年，刘殿清反革命案改判无
罪；

1979年，纠正张志新反革命案；
1980 年，撤销“胡风反革命集

团”错误判决；
1982年，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
……
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表示：

“那么多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人，
冤没有平，气没有平，家庭生活没有安
置，怎么能够安定团结，又怎么能够说
恢复了法制？”

纠正冤假错案是国家拨乱反正工作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自此，人民群
众的巨大创伤得以抚平，国家安定团结
得以守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新开
始汇聚力量，人民法院司法工作步入正
轨，社会法制秩序得到重建，法律意识
在人们心中苏醒，依法治国的风帆重新
飘扬起来。 ⇨⇨下转第四版

纠正冤错：让百姓重拾法治信心
本报见习记者 姜佩杉

本报兰州 12 月 3 日电 （记
者 潘 静 虎文心） 今天，在国
家宪法日来临之际，甘肃省高级人
民法院举办宪法专题讲座，邀请中
共甘肃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教授面
向全体干警进行授课。

甘肃高院强调，全体干警要以
此次国家宪法日和专题讲座为契
机，深刻认识宪法修改的重要意
义，准确把握宪法修正案核心要

义，自觉维护宪法权威，坚决捍卫
宪法尊严，切实保证宪法实施。要
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和审判执行中心工作，围绕

“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
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进一
步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
力推动 2018 年各项目标任务圆满
完成。

甘肃高院举办宪法专题讲座

近年来，湖南法院认真落实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
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力推“救助制
度法治化，救助案件司法化”改革理
念，通过统一办案程序，规范案件审
理，拓宽救助渠道，强化内外联动，让
司法救助工作汇聚温暖人心的法治力
量。

精准救助彰显人文关怀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刑事犯罪案

件、民事侵权案件因一方缺乏赔偿能力
等原因，致使受害方得不到有效赔偿，
生活陷入困境的情况时有发生。前不
久，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委员
会办理的这样一起司法救助案，暖心故
事在当地传为佳话。

在 2016 年 2 月 21 日，黄某四姐妹
的父母遭犯罪分子残忍杀害。那时4个
无辜的孩子，最大的10岁，最小的才5
岁。她们的爷爷已经去世、奶奶丧失劳
动能力、外公外婆年老体弱，没有经济
收入，且该案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金未

能完全履行到位，生活陷入极度困难。
湖南高院司法救助委员会受理该案后，
及时了解掌握救助对象及其家庭困难情
况，依法决定给予黄某四姐妹司法救助
金每人49500元。

“该案情况特殊，申请救助人为 4
个未成年人，一次性救助金能否实实在
在用于四姐妹的学习和生活，我们也有
些许担心。”承办法官彭斌韬说。为了
确保该笔救助金用到实处，法官们前往
宁远县冷水镇云潭村现场办公，明确监
护人，监管救助金的使用，确保救助金

发挥精准救助效应。经了解情况和询问
黄某四姐妹意愿，确定黄某外公奉某为
监护人，告知奉某权利和义务。在银行
协助下，为黄某四姐妹分别办理了存
折。

2018年10月15日，迎着淅淅沥沥
的秋雨，湖南高院司法救助委员会周志
刚、涂勇华法官一路颠簸来到云潭村，
给黄某四姐妹送达司法救助决定书，在
这个冰冷的雨天给这个破碎的家庭带来
了司法温暖。“法官叔叔，谢谢你们
啊！”12岁女孩黄某对湖南高院司法救
助委员会的法官说。看到黄家四姐妹脸
上露出的微笑，法官们深感欣慰。司法
救助金，融化了孩子们心中的坚冰，重
燃了她们对生活的希望。

2018 年 1 至 10 月，全省法院司法
救助3285案，救助3650人，救助金额
4600.5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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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温暖人心的法治力量
——湖南法院司法救助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陶 琛 本报通讯员 蒋菲菲

基本解决执行难 坚决打赢决胜仗
本报讯 （记者 吴春萍 通讯

员 胡 娜） 11月28日至12月1日，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七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了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陈凤超关于

“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对
海南全省法院近年来执行工作取得的
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通过了《海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动人民
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决议》。

《决议》一共13条，从进一步提高
对解决执行难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发

挥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的主体作用、
进一步形成解决执行难的工作合力以
及进一步加强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
支持和监督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明确的
要求，进一步强化了海南全省上下对
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共识，为海南进一
步深入全面解决执行难问题，指明了
工作方向，提供了有力支持。

本报讯 （记者 赵兴武 通讯
员 周 阳） 12 月1 日，江苏省南京
市两级法院在南京河西万达广场举行

“法润无声 拍达万家”司法拍卖推广
活动。3 小时线上拍，线下展，参拍的
325 件 拍 品 拍 出 213 件 ，成 交 率 约
66%，成交价格超 5646 万元，有 2000
万网民围观。

记者在现场看到，南京两级法院
精心挑选了便于展示的 28 件拍品伯

爵手表、爱玛仕包、保时捷和奔驰豪车等
在现场展示。活动现场设置了两个直播
间，邀请了省市电台的主持人现场主持，
还设计了现场互动环节。一件起拍价为
6000元的清代字画，经过403次延时，以
142600元拍出。

据了解，仅 2018 年 1 至 10 月，南京
两级法院就上传拍品3468次，成交1665
件，成交总金额达42亿元，为当事人节
约佣金2.1亿元。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大力支持法院执行工作
会议通过关于推动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决议

南京法院司法拍卖推广人气旺
2000万网民围观 成交价格超5646万元

在第五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12月3日，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该院的党组班子成员、员额法官和其他干
警共100余人参加宣誓仪式。衢州市委政法委工作人员、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人民陪审员代表受邀见证。 余建华 邱春燕 摄

近日，河南
省博爱县人民法
院组织 40 名警
力，对一处已经
查封和判决的房
屋强制腾房。经
过一个多小时的
紧张工作，房屋
里的物品被顺利
清空，房产被移
交给申请人，案
件顺利执行。图
为执行现场。
程贵忠
闫自强 摄

盛方奇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