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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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错必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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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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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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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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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共复查文革期间判处的120万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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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司法体制改革

一段时间内，由于过分追求破案
“效率”，又产生了一些冤假错案。

魏清安案，1984 年执行死刑，
同年真凶落网，1987年平反；

杜培武案，1999 年被判死缓，
2000 年真凶另案逮捕，2000 年无罪
释放；

李化伟案，1990 年被判死缓，
2000年真凶被捕，2002年无罪释放；

孙万刚案，1998 年被判死缓，
2002 年真凶另案落网，2004 年无罪
释放；

佘祥林案，1998 年被判十五年
有期徒刑， 2005 年“亡者归来”，
2005年无罪释放；

赵作海案，2002 年被判死缓，
2010“被害人”现身，2010 年无罪
释放；

……
为从制度上切实纠正和防范冤假

错案，司法体制改革走上了历史的舞
台。

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报告中提出
了“司法改革”目标，十六大报告明
确为“司法体制改革”，“依法治国”
基本方略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条款被写入宪法。

“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与
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疑罪从
无”原则在 1996 年修改后的刑事诉
讼法中确立，如第一百六十二条规
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
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
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2007 年死刑复核权正式收归最
高人民法院，确定“少杀慎杀”的基本
原则，死刑案件二审应当开庭，要求法
官复核时讯问被告人，奉行更严格的
证据标准，在死刑案件中建立非法证
据排除制度……种种措施大力推行，
筑起了预防冤假错案的坚实堤坝。

以审判为中心铸造防范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纠正冤假错案给予
了特殊关注，一系列重大刑事冤假错
案得到再审改判。

在 2014 年闭幕的全国两会上，
“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被写入最高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成为受到社会各界

称赞的亮点。实际上，从2014年到2018
年，每一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法院都会
在工作报告中向人大通报人民法院在纠
正和防范冤假错案上作出的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
“不要说有了冤假错案，我们现在纠错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伤害和冲击，而要看
到我们已经给人家带来了什么样的伤害
和影响，对我们整个的执法公信力带来
什么样的伤害和影响。我们做纠错的工
作，就是亡羊补牢的工作。”

“冤假错案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极
大伤害，要健全完善预防和纠正错案机
制，吸取错案教训，完善案件质量监控
体系，尽最大努力保证公正裁判。”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强调。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发布
《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
机制的意见》 等司法文件，从司法理
念、证明标准、诉讼程序、职责把关等
多个方面确立了防范刑事冤假错案的工
作机制。

2016 年 6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
见》，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
革全面启动。

近年来，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司
法体制改革在法院系统全面铺开，员额
制改革成功落地，“让审理者裁判、由
裁判者负责”正逐步成为现实。

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中，聂树斌
案让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以审判为中
心等现代司法理念，成为推动中国法治
建设前行的共识。

除了纠正重大刑事冤假错案，人民
法院还加快了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张
文中宣告无罪案，重审顾雏军案，李美
兰与陈家荣、许荣华案三起重大涉产权
案件，先后改判或启动再审。只有加强
产权司法保护，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
合法权益，才能增强人民群众财产财富
安全感，增强社会信心。

一组数据令人振奋——党的十八大
以来的五年里，人民法院以对法律负
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对错案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再审改判刑
事案件 6747 件，其中依法纠正重大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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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
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
公正惩罚。

司法体制改革的清风吹散了蒙冤者
头顶的阴霾，让每一次审判拥有正义，
让百姓对司法公正更有信心。

治天下者，以人为本。加强队
伍建设是政法工作的永恒课题。

改革开放 40 年来，人民法院
在继承中发展、在开拓中前进，外
在完善制度体系，内在强化精神信
念，全面加强法院队伍的思想政治
建设、司法能力建设、纪律作风建
设，为打造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
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
法院队伍而不懈努力。

党旗领航，砥砺前行——
人民法院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建工作格
局，推进党建工作创新，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在党的
领导下开启了人民司法事业
的壮阔征程

举一纲而万目张。
1987 年，党的十三大报告首

次要求全党，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
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
建设的新路子。自此，一系列党内
法规出台，党的建设工作初步做到
了有规可依。

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正式
提出了“抓党建、带队建、促审
判”的法院党建工作思路，建立了
全国法院系统党建工作指导机制，
全国法院党建工作组织领导力度进
一步强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要管
党，从严治党”指明了管党治党的
发展路径。

人民法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
思想建党为引领，以组织建党为基
础，以制度治党为保障，以从严管
党为重点，全面推进人民法院党的
建设。

2015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党
建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由院党
组书记任组长。至 2017 年，地方
各级法院成立党建工作领导小组
2400 多个，出台党建工作指导文
件 1700 多份。最高人民法院和地
方各级法院党组采取一系列重要举
措，出台一系列重要制度，不断加
大党建工作组织领导力度。

2016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
首批专职党务干部 （廉政监察
员） 正式履职。“抓好党建是最大
政绩”、严格推进组织生活常态化
规范化、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已成为各级人民法院
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

“支部建在庭上”是最高人民法
院提出的明确要求。截至 2017 年
底，地方各级法院成立基层党组织
达到2.7万多个，审判业务部门积极
推进在符合条件的审判团队成立党
小组，实现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
全覆盖。

立规明矩，方能气正风清。人
民法院出台一系列意见、规则、办

法等文件，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明
确追责办法，从严管理、从严监督
的制度体系日趋严密。

最高人民法院还通过明确院庭
长权责清单，建立随机分案机制，
建立错案责任追究和法官惩戒制
度，实施司法巡查、审务督察，探
索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查处腐败案
件实行统一指挥和惩戒把关工作机
制等一系列措施，确保审判权正确
行使，努力筑起有效防范廉政风险
的“防火墙”。

从“国家干部”到“员额法
官”——

人民法院法官管理制度
随 着 时 代 变 迁 不 断 自 我 革
新，从逐步严格法官选任条
件 到 “ 壮 士 断 腕 、 刀 刃 向
内”的员额制改革，人民法
官的职权更加明确，发展路
径更为清晰，法院队伍不断
向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
逐步迈进

人才聚，则事业兴。
改革开放初期，人民法院从事

审判工作的人员和其他党政机关工
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一并
称为“国家干部”，按照同一模式
管理。1983 年修改通过的人民法
院组织法首次对法官的任职条件提
出了应“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原
则要求。

1985 年，最高人民法院创办
全国法院法律业余大学，支持干警
通过多种途径提升理论和业务水
平；1993 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将学历教育向高学历、高层次转
变，非学历教育向正规化岗位培训
转变”的目标；1995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官法》正式颁布，法官
职业的特殊性首次在法律层面得到
较为系统的确认，法官的管理从

“行政化”向“专门化”逐渐转变。
法官的职业素养与公正司法

息息相关。2002 年，法官法经修
改后实施，规定国家对初任法官
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最高
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加强法官队
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首次
提出要实行法官定额制度，彻底
改变法官职业大众化问题。人民
法院进一步严把法官“入口关”，
密集出台意见和各类规章，对初
任法官的选任条件提出更为细致
的要求。

公正和效率是人民对司法工作
的期待。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
全会提出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等
四项基础性改革任务开始，司法人
员分类管理改革就被视为“动自己
奶酪”的一场硬仗。

员额制改革，可以将最优秀的
司法人才吸引到办案一线，让各类
人员配置不断优化，提高办案的质

量、效率和公信力。员额制改革既是
本轮司法体制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
头”，又是整个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基
石。

2017 年 7 月 3 日，最高人民法院
366名员额法官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
强的带领下面向国旗庄严宣誓，标志
着法官员额制改革在全国法院已全面
落实。

以案定额、按岗定员、总量控
制、省级统筹……改革后，全国法官
数量从21万降低到12万，法官单独职
务序列有效实施，业务骨干回归一线
办案岗位，85%以上的司法人力资源
向办案一线集中，同时，“入额必办
案”的要求得到全面落实，审判辅助
力量不断充实，院庭长办案逐步实现
常态化制度化。人民司法事业从此进
入了新的历史航程，站在了更高的起
点。

榜样引领，典型示范——
40年来，人民法院涌现出一

批又一批优秀的法官，如一面面
旗帜、一盏盏明灯，指引着法院
人行进的方向，汇聚起司法改革
勠力前行的磅礴力量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

模”“最美基层法官”“年度法治人
物”……改革开放以来，一批又一批
符合时代需求和公众期待、爱岗敬
业、甘于奉献的法院系统先进典型不
断涌现，激励着广大干警在司法为
民、公正司法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铁法官”
谭彦、“法官妈妈”尚秀云、 “时代
先锋”宋鱼水、“燃灯者”邹碧华、

“知心法官”黄志丽、全国模范法官方
金刚……一大批优秀法官的事迹在全
社会引发广泛而强烈的反响。他们之
中有的扎根一线恪尽职守，有的为司
法改革殒身不恤，有的让司法审判尽
显人性温度……他们引导着广大法院
干警提升精神境界，坚定法治信仰。

最高人民法院还定期开展“全国
模范法院和模范法官”“全国优秀法院
和优秀法官”“全国法院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全国法院办案标兵”表彰评
选，及时发现挖掘新面孔、新人物、
新故事，让先进典型的表彰宣传成为
推进法院队伍建设的催化剂。

举行先进事迹报告会、工作方法
研讨会，编印先进典型事迹文集，拍
摄以先进典型为原型的影视作品……
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有机交融，让先进
典型的宣传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级法院
有 1700 多个集体、2800 多名个人受到
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有关部门表彰。

坚定理想信念，胸怀公平正义。
人民法院广大干警将在党的旗帜引领
下，继续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上昂首阔
步、砥砺前行。

20162016 年年 1212 月月 22 日日，，最高最高
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
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强奸
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宣告撤
销原审判决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改判聂树斌无
罪罪。。图为聂树斌母亲张焕枝在图为聂树斌母亲张焕枝在
再审判决书上签字再审判决书上签字。。

李李 强强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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