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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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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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1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
杰因犯受贿罪被执行死刑，成为建国
后因贪腐犯罪被处死刑的最高级别的
干部。

护航人民安居乐
业，人们对司法的信心
在逐渐增强

2002 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经济巨龙腾飞添翼。

钱袋子渐鼓，面子越发漂亮，里
子该如何保护？

2008 年，毒奶粉刺痛了国民的
神经。2009 年 1 月 22 日，三鹿集团
前董事长田文华等 21 名被告人被判
刑，2009 年 11 月 24 日，“三鹿奶粉
案”主犯张玉军、耿金平分别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生产、销
售有毒食品罪被执行死刑。始作俑
者被重判严惩，促使国家加大对危
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惩治力度，努
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和“舌
尖上的安全”。

2010 年 11 月 16 日判决的“9·
8”平顶山矿难事故案，是我国首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
刑的矿难案件，该案的处理准确体
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对震慑犯罪、遏制矿难多发、保障
广大矿工的基本人权产生了积极影
响。

一起起案件，一次次反思和进
步。立良法于天下者，则天下治。

就像“孙志刚事件”终结了中国
的收容遣送制度，“崔英杰案”推动
了城管执法方式的转变；“佘祥林
案”沉冤昭雪再次凸显“先定后
审”的弊端，人民法院坚持依法独
立公正办案的重要性不容置疑；当

“邓玉娇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写入工
作年度报告，进一步确定公民正当防
卫的权利时，人们对司法的信心在逐
渐增强。

在创造“奇迹”、维护民生的路
上，经济犯罪、黑恶势力和贪污腐败
是绕不过的三个痈疽，对此，党和国
家“刮骨疗毒”的决心从未停止。

严惩足球系列腐败，不仅是对饱
受诟病的中国足坛的一次强力整治，
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国家反腐的持续
发力。

“刘涌涉黑案”是最高人民法院
第一件依照刑事诉讼审判监督程序提
审并公开开庭审理的死刑再审案，
2003 年 12 月 22 日，刘涌被执行死
刑，曾经不可一世的“黑道霸主”企
业家自食其果。

2010 年 5 月 21 日，当时级别最
高、角色冲突最为明显的黑势力“保
护伞”——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
因涉黑被判处死刑，标志着我国打黑
除恶行动进入新的阶段。

而李真、王怀忠、郑筱萸、许迈
永等腐败官员，最终都受到法律严
惩，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树立规则引领风
尚，公正合理的判决影
响深远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日渐
深广。

外来的不仅是机遇。境外反华势
力、极端宗教势力“不请自来”，企图破
坏来之不易的成果。

发生在 2013 年 6 月 26 日的新疆
“6·26”暴恐案、2013年10月28日的北
京天安门“10·28”暴恐袭击案、2014
年3月1日的昆明“3·01”火车站暴恐
案等严重威胁国家和人民安全。对这
类案件从重从快审理，有效打击了恐
怖分裂分子的嚣张气焰。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2011年10月5日发生的“湄公河

惨案”是改革开放后人民法院第一次
公开审理的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对中
国公民实施犯罪的案件，2012年12月
26日，糯康等4名外籍犯罪分子被依
法判处死刑。中国据此向国际社会
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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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从严惩
治腐败放在突出位置。人民法院先后
依法审结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郭伯
雄、苏荣等重大案件，充分展现党纪国
法对全体党员的普遍约束力，让人民群
众感受到了司法机关捍卫正义的决心。

其中，“薄熙来案”的公开审理对
于司法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全程微博
直播开我国法治史之先河，人权保障
日益加强，控辩审三足鼎立彰显司法
水平……司法公开的决心，公正审理
的信心，在此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反腐成效显著，人民拍手称快。
公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远不止于此。

天津港“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系
列案堪称建国以来最大的安全生产责任
事故。2016年11月9日，该案宣判。司
法进一步通过个案审理参与社会综合治
理，立了规矩，明了底线，敲了警钟。

广西龙江河镉污染事件等的审理
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人民法院惩治环境污染的步子铿锵有
力。

时代发展带来进步，也引发了新
型案件，公正合理的判决影响深远。

“快播案”是互联网时代产生的新
型案件，该案的依法判决有利于建立
完善互联网秩序。

严惩“涉徐玉玉案”罪犯有力震慑
电信诈骗行为，为今后审理电信网络
诈骗提供了参考。

“于欢案”二审改判，引发关于法
律与人伦的思考。

近半年的审查，321页的再审审查
报告，“汤兰兰案”原审被告人申诉被驳
回，再一次让人们对司法公正充满信心。

而念斌、呼格吉勒图、聂树斌等案
的平反，则充分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
来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实际成效。最
高人民法院坚持“疑罪从无”，为未来
的司法活动提供了准则和标杆。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承诺，
更是行动。乘着改革开放的巨轮，司
法事业风正帆扬。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 为 人 民 服 务 ”“ 执 政 为

民”……我们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归宿就是为了人民。

人民法院，是人民的法院，人
民法院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
民。

2005年，“公正司法、一心为
民”被确定为人民法院工作的指导
方针。

2013年，“司法为民、公正司
法”被明确为人民法院工作主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明确要求，要“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这是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
更是人民法院矢志不渝的遵循。

改革开放四十年人民法院的发
展史，就是四十年司法为民的发展史。

四十年斗转星移，四十年沧海
变幻，司法为民从未改变。

为了人民的舒心方便
四十年司法服务力求
便捷贴心

2015年5月4日，浙江省长兴
县林城镇 68 户村民因不服湖州市
政府一项行政复议决定，来到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虽
然该案涉及人数较多，被告又是县
政府，但湖州中院经核对认为符合
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当场
予以登记立案。

这一天，是立案登记制实施后
首个工作日。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天，全国
法院立案数量超过67000件，当场
登记立案率超过85%。这一天，揭
开了中国历史上法院对人民群众有
案必立、有诉必理新的一页。

诉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法院长期

采取“立审合一”的做法，导致了
严重的“立案难”“立案乱”。

1986 年 11 月，全国信访工作
座谈会召开；1999 年，全国法院
立案工作座谈会召开……此后，全
国各级法院普遍建立了立案机构，
立审分离的格局形成，群众“立案
难”“申诉难”的问题得到了初步
解决。

党的十八大之后，更迎来突破
性发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
提出要“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
理，保障当事人诉权”。

2015年5月1日，全国法院全
面实行立案登记制，变审查立案为
登记立案，对依法应当受理的案
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当
场登记立案率超过95%。

“告状难”被彻底丢进了历史
的故纸堆。

解决了“门难进”，还要解决
“脸难看”。

2003 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
《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
的指导意见》。

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的
若干意见》。立案庭开始由立案审查
功能向诉讼服务功能过渡。

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人民
法庭设置 24 小时便民服务亭，全天
候服务人民群众；在安徽省阜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诉服大厅设置了温馨的
母婴室；在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
院，智慧法院服务区配备了电脑、高
清摄像头、扫描仪、打印机等，为当
事人提供自助立案服务。

诉讼服务，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

截至今年2月，全国98%的法院
建立“三位一体”诉讼服务中心。全
国法院诉讼服务大厅总面积达 162.2
万平方米。2711 家法院开通诉讼服
务网，1137 家法院开通诉讼服务
APP，2405 家法院开通诉讼服务热
线。为当事人提供线上线下、方便快
捷的“一站式”诉讼服务。

为了人民的安居乐业
四十年司法审判力求公
正高效

执法办案是人民法院的第一要
务。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
行，始于足下。四十年风云激荡，人
民法院始终脚踏实地，通过办理一件
件案件，来消除社会一起起矛盾纠
纷，来解决群众一个个问题困难，让
人民感受到公平正义，让人民实现安
居乐业。

40 年来，人民法院的刑事审
判、民事审判、行政审判全面发展，
切实维护了社会稳定，让人民安心。

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人民法院
还开创了调解这一新的纠纷处理模
式，被国外称为“东方经验”。

从抗日战争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
式，到建国初期的“枫桥经验”，走
群众路线，从来都是我党的优良传
统，司法自不例外。

1982 年，我国第一部民事诉讼
法颁布，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
案件，应当着重进行调解。

从着重调解到自愿合法进行调
解，到调解优先、调判结合，40 年
来，调解制度从实践中得到了科学的
完善和发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
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
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
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这
标志着调解制度已经发展成为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的新机制。

2016 年 6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
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 和

《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得到迅猛发

展，各种行业性、专门性调解机构出
现，线上线下调解平台全面开花。

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
院，有道路交通事故调处一站式平

台；在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秦玲
妹工作室定期寻访基层社区；在四川
省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有一个泡
菜调解组织；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
县人民法院，有一辆“便民服务流动
法庭车”；在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
法院，网络调解室可通过远程在线方
式进行证据交换、发表调解意见、辩
论等，实现远程调解……

为了人民的法治梦想
四十年司法为民精益求
精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
民所谋。

40 年来，为了人民心中的公平
正义，为了给人民提供更好的司法服
务，人民法院精益求精，从未懈怠。

抓队伍建设，建立起一支一心为
民的法官队伍。2009 年起，最高人
民法院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
实践活动，努力践行司法为民理念。

抓司法公开，大力推进智慧法院
建设，保障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知
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抓巡回审判，将法徽搬进田间地
头，6个巡回法庭让最高人民法院开
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抓执行攻坚，打通实现正义的最
后一道环节，将司法为民真正落到实
处。

建国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人民
法院实行的是审执合一的机制，改革
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
展，人民法院的审判、执行任务日益
繁重，审执合一的机制越来越不适应
社会形势的发展。执行难成为老大难
问题。

民有所需，我有所为。
1983 年起，少数法院开始建立

执行机构，实行审执分离。
1999 年 7 月，中共中央下发了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共最高人民
法院党组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
难”问题的报告〉的通知》，拉开了
执行工作全面改革的序幕。

200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
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执行
管理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
动。

“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
难问题，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
道藩篱。”2016年3月，在十二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作
出庄严承诺。

这是一份掷地有声的军令状，更
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攻坚战。

2016 年 ，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发 布
《关于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
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全国
法院以披荆斩棘的勇气、雷霆万钧的
行动向执行难发起猛攻。

四十年波澜壮阔，人民法院跟随
改革开放的浪潮，在学习中前进，在
思考中变革，然万变不离其宗，人民
法院不忘初心，在司法为民的道路上
砥砺前行。

本报记者 沈 荣

本报见习记者 姜佩杉

19811981 年年 11 月月，，最高人民法最高人民法
院特别法庭对林江反革命集团院特别法庭对林江反革命集团
主犯进行公审主犯进行公审。。

图为四川省剑阁县人民法院开封人民法庭图为四川省剑阁县人民法院开封人民法庭
庭长庭长、、全国模范法官全国模范法官、、全国优秀法官全国优秀法官、、十九大代表十九大代表
郭兴利郭兴利，，二十六年如一日用竹背篼背着国徽和卷二十六年如一日用竹背篼背着国徽和卷
宗巡回办案宗巡回办案，，被称为被称为““背篼法官背篼法官”。”。

给人民稳稳的幸福给人民稳稳的幸福
司法为民：

法治中国前行的法治中国前行的““地标地标””
要案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