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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第五个国家宪法日，也
是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通过后的第一个国家宪法日。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依法治国
委员会关于在全社会深入开展尊崇宪
法、学习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宣
传教育活动的决策部署，回应公众对
人民法院工作的关注和期待，最高人
民法院举办以“履行宪法使命·守护公
平正义”为主题的公众开放日活动。

当天，来自社会各界的 50 余位
公众代表齐聚东交民巷，走进最高人
民法院办公区，见证宪法宣誓仪式、
参观人民法院的信息化建设和执行工
作成果、参加新闻发布会等，深入了
解人民法院各项工作。

上午 10 时，宪法宣誓活动正式
开始。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
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
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
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努力奋斗！”最高人民法院
2018 年部分新入额法官、新晋升等
级的法官、局级职务人员面对国旗庄
严宣誓。

人民法官掷地有声的誓言，不仅
是对法治的尊重，更是守护公平正义
的郑重承诺。

宣誓活动结束后，受邀的公众代
表来到最高人民法院信息集控中心参
观。

“截至 2018 年 12 月 4 日 10 时 32
分，全国法院当日新收案件17191件，
已结 8288 件。”信息集控中心大屏幕

上不断滚动的数字代表全国法院每日案
件数据的动态更新，案件流程全国贯通、
全程留痕、全程可视，全国法院审判态势
可随时自动生成……这是人民法院大数
据管理和服务平台的具象展示。

“人民法院的信息化建设最令人震
撼。难以想象司法已经可以和现代科技
结合得如此紧密，所有案件信息一目了
然，真正实现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
行。”来自东南大学的学生宋子耕在参
观信息集控中心后感慨。她表示，作为
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实习生，她将通过
在最高法院的实习继续自我锤炼，不断
充实专业知识和技能。

针对公众代表格外关心的“基本解
决执行难”问题，一场视频和多媒体互
动结合的“攻坚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成
果展”格外吸引公众代表的目光。

一组组数据、一个个案例，生动展
示了人民法院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
解决执行难”庄严承诺所做出的努力和
成效。

“身为律师，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
近些年人民法院在解决执行难工作方面
的力度，过去一些难以执结的案件有所
突破，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获
得感。”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北
京雍泽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涛向记者表
示，人民法院的执行成果展令她印象深
刻，视频中部分因公殉职的执行法官事
迹尤其令人感动，“希望人民法官在工
作期间也要保重身体、劳逸结合。”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针对保
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工作，上午
11 时，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发布了第二批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
法权益典型案例。公众代表全程参与了
此次新闻发布会。

全国政协委员、仁建集团副董事长
郭文圣表示，此次典型案例发布很有特
点，涉及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财产权益
的各种方面，以案释法，稳定社会预
期，全面增强了产权人和企业家的安全
感。“好案例的发布比口头宣传更有说
服力。”郭文圣说。

履行宪法使命 守护公平正义
——最高人民法院“12·4”公众开放日侧记

本报记者 乔文心

编者按：
12月4日是第五个国家宪法日，也是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通过后第一个国家宪法日。习近平总书记说：“坚持依法治国

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从东北的林海雪原到南海的座座岛屿，从西北的荒漠戈壁到东南沿海的冲积平
原，各地人民法院通过审判执行工作，维护着宪法权威，守护着社会的公平正义。一场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
宪法的宣传教育活动在各地法院轰轰烈烈地展开。

树立宪法尊严 维护宪法权威
——全国各级法院国家宪法日活动掠影

本报综合消息 12月4日是第五
个国家宪法日，各地法院开展了轰轰
烈烈的宪法宣传活动。

12月4日，天津法院在第五个国
家宪法日举行集体宣誓仪式。仪式在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大法庭举行，天
津法院法官代表150余人一同举起右
手，在5名市人大代表、5名市政协
委员和4名人民陪审员的见证下，向
宪法庄严宣誓。全市各中基层法院与
高院同步举行了宣誓仪式。

12月4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举办宪法知识讲座、举行宪法宣誓仪
式、组织宪法宣传活动，进一步弘扬
宪法精神，增强宪法意识，激励教育
全体干警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
宪法，引导人民群众了解宪法、熟悉
宪法、信仰宪法。

12月4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部分全国和省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来自省内
高校的师生代表、社会公众走进法
院，零距离了解法院工作。

12月4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举行了第二批入额法官宣誓仪式，表
达法官们忠诚于宪法和法律，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的决心和追求。来自长沙
市芙蓉区大同第二小学的 30 余名师
生走进湖南高院，在讲解员的带领
下，近距离体验法院工作，感受法律
的威严与神圣。

12月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举办国家宪法日公众开放
活动，邀请部分住桂全国人大代
表、自治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中央驻桂及自治区级主流新闻媒体
记者、广西财经学院学生，以及自
治区高院机关各部门代表等100多人
参加活动。

12月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各庭室党支部开展“弘扬宪法精神

牢记责任担当”国家宪法日主题交
流，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当天，云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还开展了公众开放
日活动，各界群众共计 70 余人到云
南高院参观诉讼服务中心、执行指挥
中心和云数据中心。

12月4日，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开展了“12·4”国家宪法日宣誓暨
公众开放日活动，全院200余名干警
参加了宣誓仪式。广大干警纷纷表
示，一定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忠诚司法事业，
坚守廉洁底线，公正审理每一起案
件，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12 月 4 日，宁夏各级法院围绕
“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
维护宪法、运用宪法”和“弘扬宪法
精神 、推进公正司法”主题，集中
统一开展法院公众开放日活动，近
600 名“两代表一委员”、机关干部
和各界群众走进各级法院，弘扬宪法
精神，参与司法实践，感受司法公
开、阳光司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紧紧围绕“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全面
推进依法治疆”主题，自12月2日启
动 2018 年“宪法宣传周”活动，大
力弘扬宪法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
疆。

12月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
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开展国
家宪法日宣誓活动。通过宣誓活动，
进一步增强全体干警忠于宪法、遵守
宪法、维护宪法，依法履行职责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奠定坚实的基础。

（记者 吴玉萍 丁国华 王洁
瑜 陶 琛 黄明强 茶 莹 郝光
华 马 荣 王书林 张维生 通讯
员 杨 曌 王婷婷 刘运琦）

图①：12月4日，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近百名员额法官在宪法大厅庄
严宣誓。 柳星辰 摄

图②：12月4日，黑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125名员额法官高举右拳向
宪法宣誓。 朱丹钰 摄

图③：12月4日，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组织全体高级法官及今年以来
经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法官进行
集体宣誓。 钱 成 摄

图④：12月4日，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面向国旗进行
庄严宣誓。 刘红卫 摄

图⑤：12月4日，福建省高级人
民法院组织全省三级法院5000余名干
警同步进行宪法宣誓。姚润泽 摄

图⑥：12月4日，河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举行新任命审判职务人员向宪
法宣誓仪式。

冀天福 贾共鑫 摄
图⑦：12月4日，广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举行法官宪法宣誓仪式。
刘宇靖 徐志毅 摄

图⑧：12月4日，甘肃省高级人
民法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潘 静 刘 军 摄
图⑨：12月4日，山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在全省法院组织开展法官向宪

法宣誓活动。
闫继勇 段格林 摄

图⑩：12月4日，湖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法官与参加开放日活动的人大
代表交流法律问题。
程 勇 蔡 蕾 底倍佳 曹 波 摄

图：12月4日，广东省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宪法墙落成仪式，
并在全市两级法院统一举行宪法宣誓
活动。 肖 波 摄

图：12月4日，由人民法院新
闻传媒总社主办的“带着两微说执
行”系列普法活动走进福建省漳平
市。漳平市人民法院干警为群众解答
宪法及执行相关法律问题。

赵炜烽 摄
图：12月4目，浙江省长兴县

人民法院的法官走进校园，为学生们
开展宪法宣传。

余建华 俞 冲 摄
图：12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

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开展宣传进
社区赠送法律书籍活动。

马 莹 摄
图：12月4日，四川省射洪县

人民法院举行开放日活动，该院法官
向来院参观的学生们介绍虚拟导诉平
台。 温玉霞 摄

本报沈阳 12月 4日电 今天，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举行公众
开放日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专职委员、第二巡回法庭分党组书
记、庭长贺小荣出席会议强调，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维护宪法权威，履行审
判职责，努力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
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贺小荣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
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
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
执政。我们每一名法官，都要成为宪
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
捍卫者。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
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要肩负起历
史的责任，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
责，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有效融入到
审判工作当中，通过人民法院的司法
活动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宪法实施。

贺小荣强调，要以国家宪法日和
宪法宣传周为契机，推进巡回审判工

作深入发展。一是要助推法治政府建
设，积极营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二是要充分运用司法手段，为民营经
济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三是要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力度，
让平等保护成为商事裁判的价值基
础。四是要依法落实和深化生态文明
改革举措，让法治成为东北地区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的坚强盾牌。五是
要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六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不断提高便民利民工作水平。

本次活动由宪法宣誓、参观法
庭、观摩庭审和座谈会四个环节组
成。贺小荣首先带领全体主审法官进
行了宪法宣誓。全国人大代表孙雨
飞、吴京耕、官启军、杨彬、赵文
龙、涂冬、鲍文波，全国人大代表、
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杨松，最高
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姚辉，辽宁省党
政机关有关同志，高校师生代表及媒
体等共计100余人参加活动。

（邹 涛）

贺小荣在第二巡回法庭公众开放日座谈会上强调

维护宪法权威 履行审判职责
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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