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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
行政诉讼，被称为“民告官”，

是帮助公民维护自身权益、督促政
府及官员依法行政的制度设计，也
是一个国家法治进步的“晴雨表”。
要建成法治政府，离不开公正的行
政审判。

40 年来，人民法院以法筑堤，
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监督促进行
政机关依法行政，推进法治国家建
设，行政审判事业夯基垒台、积厚成
势，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创
新发展之路。

从“告官无门”到渠道畅
通——

行政审判 40 年来稳步健
康发展，审判领域不断拓宽，
案件类型不断增加，司法能力
不断增强

1986 年 8 月，一起药材公司不
服县卫生局对其销售假劣药的处罚
而提起的诉讼，难坏了时任湖南省
汨罗县人民法院院长毛凤章。

彼时，我国尚未颁布行政诉讼
法。这样一起“民告官”的案件按
照民事诉讼程序审理是否恰当？毛
凤章提出，应在法院设立行政庭。

1986年10月11日，汨罗县法院
成立了第一个基层法院行政审判
庭。同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
法院成立了第一个中级法院行政审
判庭。

1988 年 10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
院成立了行政审判庭，为全国法院
行政审判树立了标杆。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
1989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诉讼法》，自1990年10月1
日起施行。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史上的一
个重大步骤，也是中国行政审判发
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此后，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
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相继出
台，行政诉讼法律体系逐步完善。

截至 1990 年底，为贯彻行政诉
讼法，全国法院普遍设立行政审判
庭，行政审判人员近1 万人。至此，
我国法院行政审判机构在全国范围初
步建立。

“农民诉县政府案”“贤成大厦
案”等一大批社会关注度高、社会
影响力大的案件，把“民告官”带
入大众视野。

1990 年至 2017 年，全国各级人
民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286万余
件。其中，1990 年至 2006 年处于平
稳增长期，年均受案数量在 10 万件

以下；2007 年至 2014 年处于基本稳
定期，年均受案数量维持在 10 万件
以上；受行政诉讼法修改及立案登记
制施行等因素影响，2015 年至 2017
年处于大幅增长期，年均受案数量攀
升至20万件以上。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
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逐步推
进，行政诉讼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
行政案件类型日趋多样化，行政诉讼
调整领域逐步覆盖至几乎所有行政管
理领域。

与改革开放相伴而行——
行政审判的发展和变化响

应时代变迁和人民呼声，与司
法改革同频共振，在改革中创
新发展，为新时代中国人权事
业的进步提供重要法治保障

随着行政审判的发展，步履维
艰之处也逐步显现：“立案难、审理
难、执行难”“告官难见官”“出庭
不出声”饱受群众诟病。

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
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的决定》，并决定自2015年5月1
日起施行。

新行政诉讼法从立案登记制到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从复议
机关作共同被告到设立跨行政区划
法院、从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受
案范围到附带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
等，囊括了强化人权保障、监督依
法行政、推进法治建设、保障公平
正义的丰富内涵。

为确保准确适用法律，最高人
民法院制定发布了一系列司法解释
和规范性文件。由此，我国行政诉
讼制度更加完备，推动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作用更加凸
显。“民告官”正式进入2.0时代。

只要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人民
法院当场受理、当场登记，不留模
糊空间、不搞“土政策”，充分保障
当事人的诉权。

行政案件立案的“门槛”被彻
底清除，路径已全面畅通。仅 2015
年 5 月，全国法院就受理一审行政
案件 2.6 万件，同比上升 221%，当
场立案率超过95%。

截至 2016 年 8 月，全国法院行
政庭达 3200 多个，行政审判工作人
员共计1.3万名，行政审判队伍的正
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逐步提
升。

而在行政诉讼中被诟病已久的
“告官不见官”，也在新法实施后有
所改善。

2016 年 4 月 11 日，贵州省贵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丁加强诉
贵州省人民政府复议决定案。贵州
省副省长陈鸣明出庭应诉，这是全
国首例省部级领导出庭应诉“民告
官”案件。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逐
渐由“不愿出庭、出庭不出声、出
声不出力”向“出庭、出声、出
力”转变。

各级法院严格贯彻新行政诉讼
法规定，不断加强与行政机关的沟
通协调，积极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制度的落实。

从县长、市长应诉“很罕见”，
到部级单位、中央单位负责人出庭

“不稀奇”，出庭官员级别的提高，
也彰显着国家对法治的尊重和建设
法治政府的信心。

助力法治政府建设——
行政审判敦促权力运行全

面纳入法治轨道，一个职能科
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
正公开、廉洁高效、守法诚信
的法治政府正在逐渐面目清晰

行政审判在法治政府建设中，
承担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

28.79%、33.45%、31.66%、33.92%。
这四个数字分别是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2017 年以判决方式结
案的一审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的败
诉率。

“民告官”不再难，不但可以
告得了，而且还能告得赢。

各级人民法院坚持合法性审查
标准，通过严格司法审查，不断加
大对行政权的司法监督力度。在保
证合法行政行为得到执行的前提
下，坚持对违法的行政行为裁定不
予执行。

如何避免行政审判工作中容易
遇到的隐性影响和不当干预，依法
独立公正审理行政案件，破除诉讼

“主客场”问题？
各级人民法院按照中央统一部

署，积极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
分离的行政案件管辖制度，通过提
级管辖、异地交叉管辖、相对集中
管辖、当事人选择管辖等多种形
式，探索各具特色的管辖制度改
革，取得明显成效。

另外，人民法院在坚持依法审
理各类行政案件的同时，注重积极
延伸行政审判职能，通过建立府院
联席会议机制、发布行政审判白皮
书和提出司法建议书、定期走访交
流等多种方式，争取凝聚共识，努
力实现司法与行政的双向良性互
动，促进法治政府如期建成。

破晓的晨曦，惊醒了渤海湾一夜
的宁静。

大连海事法院，犹如一颗智慧的
明珠，镶嵌在渤海之滨。

武汉、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
津、海口、厦门、宁波、北海……在中
国沿海沿江，遍布 10 家海事法院、
39 个派出法庭。人类历史上法治文
明的每一次驻足，总能让世人惊
叹。

从无法可依到中国特色海事审
判制度体系的建立，从白纸一张到

“亚太地区海事司法中心”目标的如
期实现，34 年来，中国海事审判紧
紧围绕国家开放战略和海洋强国战
略，走出了一条办案精品化、队伍
精英化、视野国际化、制度创新化
的精品审判之路，在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的史册上写下了波澜壮阔
的篇章，开启了中国法治史上最壮
丽的远航。

向海而生，搭建专门化海
事审判格局

海之睿智，在于顺时而为。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浪潮

席卷中国大地。对外经济贸易迅速发
展，越来越多的外国船只挂靠我国港
口，法律适用国际化程度高、案件专
业性强、涉外因素多的海事海商纠纷
案件不断涌现，刚刚正常化的司法工
作面临极大挑战。

为适应海上运输和对外贸易事业
发展的需要，1984年11月14日，六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
的决定》，专门审理因船舶及海上航
运、海洋开发引起的海事海商纠纷案
件。依据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在
上海、天津等 10 个沿海港口城市设
立了海事法院、39 个派出法庭，覆
盖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全部港口和
海域。一支以海为名的专门审判队伍
诞生了。

海事法院——所在地的高级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三级法院
二审终审制”海事审判机构体系的形
成，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海事审判机构
最多、最齐全，海事案件收案最多的
国家，成为当之无愧的亚太地区海事
司法中心。

海事法院成立之初，我国并没有
专门的法律，海事审判在诸多方面无
法可依。

1992 年海商法颁布，这是我国
第一部专门的海事审判实体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
于 1999 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通过，这标志着我国海事法律制度体
系基本形成。

30 多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

司法实践需要，陆续制定了关于涉外
海事诉讼管辖、扣押拍卖船舶、海上
保险、船舶碰撞等 27 个司法解释，
逐步实现了对常规性海事纠纷的“全
覆盖”。我国海事法律的权威性和影
响力日渐凸显，日益完备的海事法律
制度树立了国际航运界对我国法律环
境的信心。

大海扬波，彰显中国司法
权威

海风吹拂2000年。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坚决维

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洋战略安全、海
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文明被推到了
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全部
海域行使海事司法管辖权；依法公正
解决涉海纠纷，促进海洋经济健康发
展；规范审理海洋环境污染案件，促
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应运而生的
海事法院，成立之日起即被赋予一系
列艰巨而光荣的使命。

从1984年的18件，到2017年的
28062件，海事法院年收案数逐年递
增。截至2017年12月底，全国10家
海事法院收案 336949 件，审执结
324660件，涉及70多个国家和地区。

翻开一册册精品案例，中国司法
的智慧随处可见——

诉前裁定对“大丰”轮航海日志
等相关证据予以保全，率先将保全时
间从诉讼中拓展至起诉前，将保全对
象从财产扩大到证据，填补了民事诉
讼法的空白。

中威轮船公司、陈震、陈春与商
船三井株式会社定期租船合同纠纷
案，最终判决日方赔偿 29 亿多日
元，终结了一起长达 77 年的中日民
间索赔，充分彰显了我国海事司法的
权威。

河北乐亭孙有礼等 18 人诉迁安
第一造纸厂等9企业近海水域污染损
害赔偿纠纷案，在全国法院中首次判
决认定排污达标造成污染损害也应承
担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通过司法手段
保护海洋环境，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

韩国籍“三湖蓝宝石”轮案、马
耳他籍“第一海洋”轮案、越南籍

“阳光”轮案，准确适用国际条约，
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
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
形成。

马耳他籍“卡塔利娜”轮案，是
我国海事法院受理的首例海事刑事案
件，开启了海事审判“三审合一”的
新篇章。

“加百利”轮海难救助案，首次
明确了国际公约在国内的具体适用，

成为护航“一带一路”的经典案例。
……
从规划布局到落地生根再到深耕

细作，以实施精品战略为生动实践的
海事法院，公正高效地审理了一个又
一个案件。在海事司法征程上，中国
声音愈加嘹亮，中国印记日益鲜明。

海纳百川，刷新中国司法
的世界高度

海之博大，在于集纳百川。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233号，国家法官学院青岛海事分院
静静矗立在街角。

自2015年12月16日，首席大法
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揭去“最
高人民法院国际海事司法研究基地”
名牌上的红绸后，这里便因成为推进
海事司法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要平
台，而备受关注。

“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和国际
航运中心继续向亚太地区转移，对海
事审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6年3
月全国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郑重提出“加强海事审判工作，
建设国际海事司法中心”。

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大国的
应有担当。

三年，时间记录下这样一个个标
志性时刻——

2016年1月，全国四级法院联网
的国际司法协助信息化管理平台开
通，在线办理跨境送达、调查取证等
司法协助请求，国际司法协助效率明
显提升。

2016 年 11 月，中英海事司法与
海事仲裁论坛举办，增进中英海事司
法交流。

2017 年 6 月，第二届中国—东
盟大法官论坛通过《南宁声明》，推
动了互惠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新发
展。

《联合国全程或者部分海上国际
货物运输合同公约》《1999年国际扣
押船舶公约》《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承
认公约》……越来越多的国际规则制
定中，中国司法理念、中国司法智慧
得到世界广泛认同。

近年来，至少有 2000 余件纠纷
的外籍当事人有意选择到我国海事法
院申请扣船、起诉。海事审判案例陆
续被英国《劳氏法律报告》《劳氏海
运与商业法律季刊》等有国际影响的
刊物刊载、援用。海事司法以公正、
高效为中国法院赢得国际公信力。

“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
强国。”党的十九大为建设海洋强国
指明了方向。海事审判这艘巨轮，将
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航道劈波斩浪，
向着更加广袤的海洋，向着更为深远
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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