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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尊重和关爱妇女儿童，是社会文

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切实保障妇女儿
童的合法权益，更是各级人民法院的
职责所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司法保护妇女儿童
权益工作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实现了从纸面规定到保护对象实际享
有权利的转变。

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保障妇
女儿童工作硕果累累。

40年来，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
职能作用，求真务实，创新机制，多管
齐下，以司法的温度呵护百家幸福，以
司法的力度撑起权益保护伞。

法制先行，多措并举——让
“半边天”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是推动人
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早在 1988年，人民法院在工作报
告中就强调，在审理婚姻家庭案件时
要特别注重引导当事人正确处理婚姻
家庭关系，注重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
的合法权益。

1992年，我国第一部专门保障妇
女权益的基本法律——妇女权益保障
法颁布实施，妇女权利司法保障掀开
崭新的一页。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
会和婚姻家庭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人民法院始终与改革同频共振，从
制度着手，以案例指导、业务培训为抓
手，以积极参与推进相关立法，加强法
制宣传，与相关部门协作开展延伸保护
等工作为有机补充，多措并举，为我国
妇女的美好生活提供坚强司法保护。

2013年年初，“疯狂英语”创始人李
阳的离婚案一审落槌。针对李阳外籍
妻子李金的“人身保护令”引发了全社
会的关注。其实这只是我国已下达的
无数个保护令中一个例子而已。早在
2008年8月，我国第一道人身保护令已
由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发出。

2015 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了《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
的意见》，将“依法及时、有效干预”确
立为一项基本原则。同年 12 月，《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表决
通过让“法不入家门”成为历史，为家
庭暴力受害者撑起一把法律保护伞。

妇女保护不仅要有力度，还要有
温度。

2016年以来，随着人民法院家事审
判改革的不断深入，联席会议制度广泛
建立，心理辅导干预、家事调查、婚姻冷
静期等制度不断出台，各种创新举措如
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日益健全，广大妇女的家庭生活在
司法的支持下更加稳定、幸福。

可以预见，以完善的法律和司法
机关的积极作为做后盾，越来越多的

妇女敢于打破沉默，拿起法律武器捍
卫自己的人身权利，守护家庭的温度。

创新机制，呵护希望——用
法治雨露滋润祖国花蕾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
民族的希望，而未成年人犯罪却给这
份希望带来了阴霾。

1984年10月，新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少年法庭在上海市长宁区诞生，人民
法院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从成年人刑
事案件中分离出来进行专门审判，开启
了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少年司法制
度的征程。

30多年摸索前行，一条凝结着司
法智慧与汗水的少年司法之路逐渐形
成。

经过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司
法改革浪潮的洗礼，我国少年司法制
度逐渐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少年
司法工作机制。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儿童被拐、
性侵儿童、校园欺凌、家庭暴力等侵害
儿童合法权益的案件开始逐渐增多，
小悦悦、红黄蓝……一个个案件牵动
着全社会的神经。

2013年，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个
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孩子
们的中间，在向孩子们祝贺节日时说：

“对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儿童
身心健康的言行，要坚决防止和依法
打击。”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道路，人民法院
坚持“特殊、优先保护”司法理念，以促
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根本目的，不断
创新机制，严格切实加强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

“零容忍”“特殊关怀”“优先保护”
是人民法院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关键词。

2012年9月至2015年9月，小学教
师陈玉章奸淫女学生14名，性质严重、
手段恶劣，最高人民法院下达死刑核
准命令，将这位强奸幼女的“恶魔”送
上了刑场。

保护好青少年儿童，让他们健康
快乐地成长，是人民法院始终不变的
追求。

40年来，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
职能作用，大胆突破改革创新，持续推
进少年司法体制建设，严惩各类侵犯
儿童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不断总结
经验，创新工作方法，将儿童合法权益
的司法保护工作落到实处，经年耕耘，
硕果累累——

最高人民法院牵头起草发布了
《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的意见》等一系列司法政策文件密织儿
童权益司法保护的制度之网；

依法坚决惩治针对妇女儿童的暴
力、虐待、性侵害行为。2013 年至 2017
年审结相关案件 13.1万件，对偷盗婴幼
儿等行为依法从严惩处，审结拐卖妇女
儿童犯罪案件4685件；

全国法院系统稳步推进少年法庭建
设。2015 年，全国已有少年法庭 2253
个，基本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由专门
机构审判的目标；

……
一项项制度的出台、政策的落实、成

果的取得，司法全方位构筑起儿童合法权
益保障的堤坝。40年砥砺前行，司法为少
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撑出一片法治的蓝天。

加强联动，接轨国际——共同
筑牢妇女儿童权益保护防线

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
共同的责任。

40 年的探索中，人民法院与妇联、
司法、民政等单位加强联动协作，通过成
立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形
式，建立多元化解家事纠纷联动机制，以
调解的方式合力处理家事矛盾纠纷，汇
聚妇女儿童保护维权合力。

目前，在各地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
厅以及一些基层法院立案庭，都能看到
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室，
家事调查员、家事调解员、心理疏导员常
驻其中，负责家事纠纷诉前调解。

对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仅要
着眼国内，更要放眼国际，积极参与国际
妇女儿童权益保护项目，借鉴国际智慧
的同时，让中国的妇女儿童保护经验与
国际社会接轨。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与澳大利亚人
权委员会合作，选择福建省莆田市作为“中
澳反家暴联动机制试点”，“莆田经验”继而
向全国进行推广。福建省法院系统所倡导
的“五环维权工作法”“蓝丝带行动计划”
等，均已形成一定的工作基础和影响力。

最高人民法院还与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达成“妇女儿童权益司法保护”项目合
作协议，重点针对妇女儿童权益的刑事
司法保护工作，设立“妇女儿童权益刑事
司法保护”课题组，使对妇女儿童“特殊、
优先、积极保护”的司法理念得到更加深
入、全面的贯彻，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
的合法权益提供更有力的司法保障。

步入新时代，人民法院更要树立性
别的视角、儿童特殊优先保护等先进的
司法理念，着力实现案件审理法、理、情
的有机统一，把司法的温暖和力量传递
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中。

从敞开大门到走近世界舞台中
心，中国只用了短短40年。

40 年辉煌巨变，始于改革，兴
于开放。

开放是人民法院始终不变的发
展姿态。40年来，人民法院不断加
强国际间交流合作，推进国际司法
协助，以开放促发展求共赢，为党和
国家总体发展大局服务，为全球治
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司法智慧，吸引了世界目
光，引起了全球共鸣。

以开放积极的姿态走向
世界司法舞台

庄严的人民大会堂，见证过无
数重要时刻。

1990年 4月 23日上午，这里洋
溢着喜悦。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 1500 名中外人士相聚人民大会
堂，一同迎接第十四届世界法律大会
隆重开幕。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人民法
院第一次筹办大型国际会议，在多
边舞台上展示中国民主与法治建设
取得的进步。

时间是最好的记录者。
改革开放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司

法交流出访团组 2373次踏出国门，
足迹遍布五大洲，其中高层出访团组
185批次1100人次；共接待283个外
国司法高层团组来访，其中包括215
位外国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

中国法院的“朋友圈”越来越
大。

从高层互访到举办国际会议，
中国法院沿着改革开放之路不断前
行，深入推进国际间司法交流，以开
放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

1995年8月，第六届亚太首席大
法官会议和第十四届亚太法协大会
在北京举行，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
的18位首席大法官和亚太法协领导
人与会。

2006 年 9 月，首届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在上海
举行，会议通过并签署联合声明，标
志着上合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
会议机制的正式建立。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外发展态
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
路。人民法院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在历史长河中镌刻下国际交往的数
个“首次”。

2014年9月首届中国—东盟大
法官论坛、2015年3月金砖国家大
法官论坛、2016年5月中国—中东
欧国家最高法院院长会议、2018
年3月中国与葡萄牙语国家最高法
院院长会议……每一次都是开拓创
新之举，每一次都备受世界瞩目。

每一次都碰撞出智慧火花，凝
聚广泛共识——

青秀山脚，《南宁声明》致力于
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创造自由
平等、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亚龙湾边，《三亚声明》开创金砖

国家司法界高层交往务实合作新纪元。
金鸡湖畔，《苏州共识》旨在推动

全球信息化时代司法能力现代化迈上
新台阶。

珠江两岸，《广州声明》为全球网
络空间治理中的司法担当书就合作共
赢的路线图。

这是交流的魅力，更是互鉴的成
果。

漫漫黄沙，千年敦煌，开放包容、
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在这里生根发
芽。2017 年 9月，来自丝绸之路沿线
的 16 个国家的司法领导人同聚中国
敦煌，共商“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司
法合作之策。

文明因交流而精彩，司法因交流
而进步。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人民司法
事业与和平发展道路一同前进，为实
现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谱写司法闪亮
篇章。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
献中国司法智慧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也是一个
变革的时代。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
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世界
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
相连。

“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
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
类的美好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掷
地有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倡导
并践行新型全球治理观，向世界宣示
着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伟大的时代孕育出伟大的实践。
40 年来，中国法院立足自身改

革，不断提出司法新理念、新主张，为
世界法治文明繁荣发展不断注入中国
动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
献中国智慧——

“共同提升法院信息化水平，切
实加强网络司法，携手应对互联网带
来的挑战，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法治
化。”2016年11月，第三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
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为世界带
来智慧法院建设的中国经验。

“设立专门审判机构，充分发挥司
法职能作用，大力加强环境资源审判
工作，努力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
国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2018
年7月，环境司法国际研讨会上，环境
司法保护的中国方案获得了与会嘉宾
的一致认可。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从 2007年开始，22个国家 400余

名外国法官相继走进中国法院研修的
课堂。中国司法智慧正吸引着世界各
国司法人士不辞万里而来。

40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依托国家
法官学院已成功举办 34 个援外法官
研修班。中国—东盟国家法官交流培
训基地、中国—中亚西亚国家法官交
流培训基地和中国与葡萄牙语国家司
法交流合作基地相继挂牌成立，为援
外法官培训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2014年，首届中英司法圆桌会议

召开，这也是一次中英法官培训交流
研讨的盛会。近 20 年，“中英司法交
流项目”取得显著成绩，中英司法圆桌
会议机制为两国司法领导人提供了交
流司法工作的平台，为两国法院和法
官建立更广泛、长期的交流合作拓展
了空间。

开放让司法交流的道路越走越
宽。

中国法院以开放的胸怀与世界共
享发展理念和资源，努力为全人类司
法事业进步贡献力量，为人类命运共
同体建设描绘法治蓝图。

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营造良好司法环境

时间流转，蕴含着发展的深刻启
示。

40 年，改革开放激起改变中国、
影响世界的磅礴动力，推动中国号巨
轮面朝未来，驶向更加开阔的水域。

计利当计天下利。
40年，人民法院观大势、谋全局、

干实事，积极推动与各国司法机关互
联互通、互利互惠，不断扩大司法协助
范围，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
良好司法环境。

这是一串正在增长的数字——
自 1987 年与法国谈判缔结我国

首个民商事司法协助协定以来，中国
已与 74 个国家签署双边刑事司法协
助条约、民事司法协助条约、引渡条
约、被判刑人移管条约和打击恐怖主
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合作协定145
项，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近 30
项含有司法协助、引渡等内容的国际
公约。

2016 年 1 月 1 日，中国四级法院
司法协助管理平台建成上线。截至
目前，司法协助管理平台平均每年审
查办理国际司法协助案件约 3000件，
案件范围覆盖全球 70余个国家，遍布
五大洲。人民法院运用信息化手段
助力司法协助案件办理的质效不断
提升。

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
标——司法协助正在以更快的速度、
更实的效果惠及世界。

随着两岸司法互助制度体系不断
完善，中国司法智慧正在把“一国两
制”伟大构想和实践不断引向深入。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跨境犯罪，维护两
岸当事人合法权益，推动中华司法文
明在和平统一大业中接续传承。

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
终和且平。

中国致力于与全球共享发展机
遇，共谋发展前景。40 年来，中国法
院迈着坚实步伐，以开放的姿态实现
自身发展，以互惠共赢的价值追求不
断收获合作共识。

步入新时代，改革不会停顿，开放
不会止步。

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
中心，中国司法智慧正在为全球法治
文明的繁荣不断注入中国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