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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人民法院第二个 五 年 改 革 纲 要（2004-2008）》发布，旨在推进审判程序、审判机制、执行机制等改革。

3月，《人民法院第三个 五 年 改 革 纲 要（2009-2013）》发布，以优化人民法院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为重点。

2月，《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发布，围绕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
提出75项改革举措。

司法责任制、刑事诉讼制度、法院组织体系、立案登记制改革等“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不断完善。

10月，《人民法院第一个 五 年 改 革 纲 要
（1999－2003）》发布，
司法改革由此全面铺开。

党的十八大提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场“动真碰硬 ”的 改 革 拉 开 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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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审判方式为主的改革。

1978

千秋大千秋大业而今正风华业而今正风华
司法改革：

本报记者 李 阳

数字见证公开

1950年至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公开”

一词出现283次，“司法公开”出现52次。

审判流程、庭审活动、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四
大公开平台全面建成运行。

截至2018年9月底，全国法院公布失信被执行

人1212.79万例，限制乘坐飞机1481.73万
人次，限制乘坐高铁524.39万人次。

截至2018年11月，中国裁判文书网访问量突破

200亿次，文书总量突破5500万份；通过庭审

公开网直播的庭审超过200万场。

阳光下正义触手可及阳光下正义触手可及
司法公开：

本报记者 乔文心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把
司法权的运行尽可能地置于“阳
光”之下，才能让司法裁判更好地
体现公平正义。司法公开，可以有
效提升司法公信、确保司法廉洁，
让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司法的进
步。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人民法院
以改革为动力，以信息技术为支
撑，着力构建起开放、动态、透
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司
法公开，正在成为人民群众了解司
法、走近司法、评价司法的重要途
径。

庭审公开庭审公开：：
揭开司法神秘面纱揭开司法神秘面纱

1998年 7月 11日清晨，6台摄
像机架在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的大法庭里，500多名群众和数
家传媒机构进入法庭，旁听一起知
识产权案件，中央电视台对庭审进
行了全程直播。一个月前，北京一
中院刚刚发出了全国第一张旁听
证，承诺“凡年满 18 周岁的中国
公民，均可凭有效身份证件旁听法
院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

在此之前，公众记忆中有存在
感的“公审”还要追溯到 1980 年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以及一
些刑事案件的公开审判。

其实早在 1979 年，最高人民
法院制定的 《人民法院法庭规则
（试行）》中即规定，公开审判的
案件允许公民旁听，允许新闻记者
采访。但囿于条件所限，尚难实现
个人的自由选择。

从 1999 年起，最高人民法院
陆续发布《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
制度的若干规定》《关于加强人民
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等

文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庭审公
开。

庭审公开不仅消除了法院审判
工作的神秘感，也将整个审判活动
置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下。

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关于
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
若干规定》，全国法院在立案公
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
开、文书公开、审务公开六个方面
积极推进司法公开制度改革。

公正的司法行为、高质量的审
判活动，是树立司法公信的基础。
此后，部分地方法院开始选择社会
关注度高、依法公开审判的案件进
行庭审网络直播或微博直播。

2013年 8月，微博账号“@济
南中院”通过150多条微博、近16
万字图文，“直播”了薄熙来案的
审理，数亿人得以在互联网上“围
观”庭审实况。 2016年1月，“快
播案”庭审以总时长达到 20 余个
小时的互联网视频直播引来大量围
观，引发巨大社会反响。

截至 2018 年 11 月，中国庭审
公开网已经基本实现全国各级法院
接入的全覆盖，通过该网站直播的
庭审已超过200万场，总访问量超
过130亿次，各级法院直播的案件
数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

人民法院正在逐步通过微博、
微信、在线视频等新兴媒介推进司
法公开，提升司法公信，向社会传
递司法维护正义的价值理念，塑造
理性的法治思维和观念，使每一场
公开的庭审都成为一次全民共享的

“法治公开课”。

““晒晒””出公信出公信：：
四大平台重构阳光司法四大平台重构阳光司法

“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司
法是现代国家抵达正义的重要手
段，如何让正义看得见、摸得着，
首先有赖于司法程序的理性、完整
与透明。

不仅是进入庭审现场感受“现
场正义”或是通过网络感受“可视
正义”，人民法院还主动将司法案
件从立案、审判到执行的全部重要
流程节点信息化、公开化。

2013年7月，中国裁判文书网
上线，最高人民法院率先在网上

“晒”出了一批本院的裁判文书。
自此，人民法院向社会全面敞开了
司法数据的大门。

每一份文书，都是一份答卷。
每一次点击，都是一次监督。

截至2017年8月，中国裁判文
书网访问量突破 100 亿次。截至
2018 年 11 月，文书总量突破 5500
万份，访问量突破200亿次，并且
还在以每秒上千次的速度飞快增
长。目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已成为
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网。

这意味着人民法院的司法能
力、司法水平和审判质效正在接受
着来自人民百亿量级的审视和检
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先

后出台了《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
台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人民法院
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关
于人民法院通过互联网公开审判流
程信息的规定》《关于人民法院执行
流程公开的若干意见》《关于公布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
等十余个司法公开规范性文件，开
通了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中
国庭审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四大公开平
台。

“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
人民法院确保向社会公开一切依法应
当公开的内容，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
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公开内容不仅包括庭审，而且拓
展到立案、分案、审理、裁判、结
案、执行等各环节。从简单的案件审
判结果公开，到依据、程序、流程的
深度公开，公开活动贯穿整个审判流
程，完整反映诉讼活动全貌。

绘就蓝图绘就蓝图：：
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获得感获得感””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
阳光司法让司法公正不仅体现在

每一件具体的案件中，更体现在当事
人和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上。

点击进入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
站，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庭审直播公
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平
台的链接赫然在目，一个入口，即可
享受多项司法公开服务。

最高人民法院还先后在官方网站
开通了民意沟通电子邮箱、“大法官
留言”栏目、征求意见专栏等，将最
高人民法院拟出台的司法解释、指导
意见、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见稿向社会
公布，广泛征求意见。

人民法院通过定期召开新闻发布
会，发布指导案例、典型案例和各专
业审判领域白皮书等，面向社会公开
司法文件、重大案件和法院工作情
况，进一步健全完善司法信息常规发
布机制。

2013 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在多
个平台上线“全国法院微博发布
厅”，截至2016年底，经新浪平台认
证的法院系统微博数达到 3547 个。
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信于 2013 年 11
月正式上线，集成了各种司法公开的
渠道，为订阅用户提供一站式的司法
公开和民意沟通服务。

各级人民法院还通过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参加陪审
团、庭审观摩、巡回审判旁听；建立
公众开放日、司法互动平台、阳光司
法指数评估等方式，积极增进与公众
的良性沟通，提升司法透明度和公信
力。

绘就蓝图，砥砺前行。
新时代的人民法院正在着力构建

“以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以司法
公开保障司法为民，以司法公开深化
司法改革，以司法公开提升司法公
信，以司法公开增进司法和谐”的

“五位一体”司法公开新格局，让人
民群众在更阳光、更透明的司法环境
下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公平正义。

时间是伟大的见证者。
2017 年 7 月 10 日，党的十九大召

开前的最后一次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法战线坚持
正确改革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涉险
滩、闯难关，做成了想了很多年、讲了
很多年但没有做成的改革，司法公信力
不断提升，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了
重要作用。”

历史成就，重大判断，令在场的许
多人心潮澎湃、心绪难平。那一刻，距
离人民法院这场伟大变革的开启，过去
了近40年。

40 年风雷激荡，波澜壮阔。今
天，当我们再次把目光聚焦改革，回望
从审判方式改革到司法改革，再到司法
体制改革，直至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的过程，依然可以触摸到那蓬勃跳动的
脉搏——始终与时代同频、与改革共振
的人民法院，在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探
寻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改
革之路，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
制度不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而奇迹的发生，又何尝不是从 40
年前踏上那条道路开始？

19781978，，从春天走来从春天走来

上个世纪后二十几年，无论对世界
还是对中国自身，都称得上是一个风云
变幻的大时代。

改革开放，经济复苏。在这个司法
制度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主义国家，法
制的呼唤显得无比迫切。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
严，违法必究”。1978年12月，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著名论断，在无数
人心中激起层层波澜。新时期法治建设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迎来了崭新发展
的新时代。

一场波澜壮阔的制度变革，由此开
启。

1988年7月，第十四次全国法院工
作会议召开。这一在人民司法发展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的会议，发出了“以改革
总揽全局”的动员令。

严肃执法、人事管理、教育培训、
司法行政、基层建设、司法协助，六个
方面任务为后来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逐
步深入打下了重要基础。

改革与法治，总是如影随形。1997
年9月，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
立为基本方略，第一次鲜明提出“推进
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
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司法改革从人民
法院的自身工作上升为党的主张，凝聚
为党的意志。

穿越岁月的风霜，在位于北京正义
路4号的中国法院博物馆里，静静陈列
着 1999 年至今的四个 《人民法院五年
改革纲要》。而“一五改革纲要”开篇
那句“面对挑战，人民法院不改革没有
出路”，更是让无数参观者驻足凝视。

改革的决心力透纸背，改革的步伐
铿锵有力。

以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
为核心的法院内设机构职权配置改革大
幕开启，以强化合议庭审判职能和庭审
职能为重心的审判组织改革日新月异，
以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为目标的人事制
度改革蓬勃展开，深刻改变了人民司法
事业的基本面貌，有力推动了司法制度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新世纪新世纪，，奏响体制改革号角奏响体制改革号角

历史潮流奔涌向前。进入新世纪，

中国已不再是世界舞台上蹒跚学步的迟
到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中国带来
一个全新的外部环境。法治将扮演何种
角色？

2002 年金秋，当党的十六大决定
公布时，人们看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
千头万绪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占
据了较大篇幅。

“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
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
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
司法体制。”

“司法体制”，这一在党的文件中首
次出现的字眼，引起了极大关注。它意
味着司法制度将要发生革命性转变，从
传统走向现代。

改革的鸿篇巨制一旦开启，每一页
都是值得铭记的。

2007 年 1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统
一行使死刑复核权，结束了部分死刑案
件核准权下放26年的历史，成为“中国
司法变迁的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符号”。

2007 年 10 月，“深化司法体制改
革”被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改革进
入重点深化、系统推进的新阶段——

以纠问式审判方式终结和突出庭审
为标志，审判方式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以民事、行政两大证据规则出台为
标志，证据制度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以立案、审判、执行、监督分立为
标准，大民事审判格局改革取得重大突
破。

然而，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一条直
线。司法改革成就瞩目，但司法不公问
题、司法腐败现象、司法公信力不足等

“拦路虎”“绊脚石”依然横亘在面前，
人民法院亟待从体制机制上揭开破旧立
新的改革新篇。

新时代新时代，，跑出正义跑出正义““加速度加速度””

经过 30 多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
以党的十八大为里程碑，行进在复兴之
路上的中国进入全新的“法治时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推
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擘画司法体制改
革宏伟蓝图，其范围之广、力度之大、
程度之深前所未有。

2014年10月23日下午，许多人的

手机收到这样一条推送：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将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确立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
标，并作出了111项司法体制改革部署。

从试点探索到全面铺开，从夯基垒
台到立柱架梁，人民法院以责任和担当
作答着新一轮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深
刻内涵。

我们由衷感叹，司法体制改革的
“四梁八柱”拔地而起——

全国法院 12 万余名员额法官集中
在审判一线，符合司法规律的体制机制
逐步形成；

由独任法官、合议庭直接签发的裁
判文书占到案件总数的98%以上，“让
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正在成为
现实；

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管”逐步落
实，破解司法地方化难题取得了积极进
展。

我们有幸见证，以审判为中心的刑
事诉讼制度改革精准发力——

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事案件
“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的怪圈被
打破；

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
公正和效率双提升；

推进庭审实质化，法庭成为展示司
法公正的“殿堂”。

我们欣喜看到，人民法院组织机构
改革亮“点”纷呈——

最高人民法院六个巡回法庭相继挂
牌，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
案件，公平正义得以厚植；

跨行政区划法院在北京、上海设
立，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权力不断被阳
光照亮；

知识产权法院、互联网法院、金融
法院花开正艳，公平正义走近群众、温
暖你我。

追求正义不止步，司法改革无穷
期。

40 年前，人民法院以极大的勇气
和智慧踏上了改革的破冰之旅。40 年
后，党的十九大为这一伟大征程再次吹
响号角，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进入系
统性、整体性变革的新阶段。犹如风华
正茂的青年，跨越了攻坚克难深水区的
司法改革事业，有足够的底气再出发。

在此刻，从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