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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监督七十载 代表谈（上）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律师协会
会长 尚伦生

■聚焦 关注社会
热点

由于代表们来自社会各
界，他们提出的建议围绕社

会热点，普遍反映了人民群众
的关切和期待。在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逐步完善的时代背景下，

代表们更加希望通过加强司法工
作来解决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历年来，最高法院收到的代表
建议包括：

2013 年，涉及农民工欠薪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程
序；

2014 年，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妇女权益保障、维护医患权益；

……
2018年，涉及夫妻债务关系、民间借

贷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
实践证明，许多代表的合理化建议

已经成为最高法院改进工作的重要参考
依据，或直接转化为重大事项的决策。最
高法院加强与相关单位的沟通，出台了一
系列司法解释、司法政策：

《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的意见》，为儿童撑起“保护伞”；

《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让民众对药品安
全不再遥望；

《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
常医疗秩序的意见》，让涉医违法犯罪行为
有了“高压线”；

《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环境保护再
添“利器”；

……

面对人大代表的新期待新要求，最高法院
时刻关注社会难点热点，及时交办代表建议，
积极通过办理工作集民意、汇民智，找不足、
促工作，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源头 推动立法工作

代表建议是民情的直接反映，也是推动我
国立法进程的源头之水。

人民陪审工作是落实司法民主的有效途径
和载体。一直以来，代表们十分关注人民陪审
员制度。2013 年，结合代表有关完善人民陪审
员制度的建议，最高法院把认真贯彻落实人民
陪审员制度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2018 年 4 月，最高法院在总结人民陪审员
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基础上，形成《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情况的报告》，提
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审议，获高票通过。

与此同时，在充分调研论证基础上，最高法
院向全国人大提交人民陪审员法立法草案，并
全程参与草案修改工作。2018 年 4 月，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人民陪审员
法，以专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人民陪审员制度
改革试点成果。

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前提，为进
一步修改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代表积
极建言献策。2014 年，针对加强法官职业保障
问题，应勇、张立勇、高先海代表提出建立健全
法官职业保障制度。此后，一直都有代表提出
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的建议。

据此，在推进司法改革过程中，最高法院出
台多项举措，致力于为维护法官合法权益提供
制度保障，相关制度建设进展明显。2016 年 4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保护
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规定》，最高法院
也起草实施办法，从多方面强化了对法官的履
职保障。

2018 年 10 月 26 日下午，在热烈的掌声中，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
是对人民法院的设置和职权、审判组织、人员组
成、人民法院行使职权的保障等诸多方面的一
次全方位修改，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法治意义
和社会意义；2019 年 4 月 23 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官法》，对法官的职业保障专章进行
了规定。

立法要以民情为基础，这是一个深刻的命
题。最高法院将建议办理工作与全面深化人民
法院改革、加强改进人民法院工作紧密结合，使
建议更好地转化为决策。

■落地 重点督办建议

一直以来，最高法院十分重视通过办理工
作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建设社会诚信体
系，最突出的问题在于解决执行难。

2018 年 10 月 24 日，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人
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回应了
代表和人民群众对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关切。

这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将湖北团
张凤英、湖南团刘德辉、山东团王士岭等 15 名
代表、黑龙江团孙斌、江西团冯帆、北京团阎建
国等代表提出的涉及“基本解决执行难”的 6 件
建议确定为重点督办建议，由最高法院会同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等单位办理。

这是最高法院首次被确定为重点督办建议
牵头单位。

为此，最高法院专门成立了办理工作领导
小组，由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担任组长，
专门制定办理工作方案，并将建议办理工作与
人民法院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重点工作紧密
结合。

自 2018 年 6 月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派出由

院领导带队的 6 个巡查组，开展为期数月的“基
本解决执行难”专项巡查。巡查组每到一处，均
邀请当地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座谈，充分听取意
见建议。

此外，在邀请提出建议和关注执行工作的
代表参加“基本解决执行难”专项视察活动、参
观最高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的同时，还指导各地
法院邀请代表参与见证执行，参加“基本解决执
行难”第三方评估。

2019 年 3 月 12 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听取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基本
形成中国特色执行制度、机制和模式，‘基本解
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首席大
法官周强的话音刚落，国家最高议事殿堂响起
长久而热烈的掌声。

首次作为牵头单位的重点督办建议得到了
有力地落实，人民法院办理代表建议的工作一
直在路上。

近年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的监督指导下，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加大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司法政
策、司法解释，司法保护知识产权成效显著。

201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将涉及加
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的 7 件建议确定为重
点督办建议，交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办理。

2019 年 8 月 19 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
际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最高法院副院长陶凯元
指出，面对新形势，中国法院将按照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要求，坚定
不移地为国家创新战略护航。

回顾 70 年的光辉岁月，代表建议推动着司
法进程的不断前行。下一步，最高法院将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认
真贯彻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
和意见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严格按照全国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提出的要求，不断提高办理工
作质量，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推动建议办
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最高法院：民有所呼，必有所应
本报记者 万紫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最高人民法院也走过了 70 年的壮丽年华。一路走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
监督是人民法院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是人民法院接受人大监督的重要形式，作为“瞭望者”，代表们的建议传递着民情、指引着航线。近年来，
最高人民法院收到的全国人大代表的建议数量整体呈现增长态势，在答复办理代表建议的过程中，一次次调研的深入，一份份
文件的出台，一部部法规的出台……无不推动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前行。

“人民法院”几个字于我而言，是非常
神圣的字眼。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百姓
深切感受到人民法院和国家法治体系的
进步。从人工操作到智慧法院，从无能为
力到破解“执行难”，从盗版泛滥到保护知
识产权，从法制到法治，人民法院成效斐
然。正可谓：今昔巨变七十载，司法长卷
谱新篇。

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以来，我对法院
的认知更加深刻。司法的进步体现在司
法便民各项举措的落实上，设置便民服务
台，推进审判流程公开，开展法律“六进活
动”提升群众法治观念……作为一名代表
和公民，看到国家逐渐健全完善的法治体
系，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和自豪。

法治强，则百姓安、国家兴！期盼人
民法院继续维护法律尊严，为国家经济
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更加有力的司
法保障！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政法战线上的党员、
工作了 23年的资深法官，积极履职、担当作为、公
正司法三重角色的转化、重叠与升华，让我能够
更近距离更深切地感受到我国全面依法治国强
有力的脉搏。

70 年中国法治的发展，广大法院人日夜
兼程，司法为民的步伐越走越有力，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越来越强，人民群众对法官的评
价越来越高。

从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参与法律草
案讨论，到在人民大会堂为宪法修订、法
院报告投下庄严一票，人民群众与法官
的获得感最能直接反映人民法院 70 年
的发展成效。

正如周强院长所言正如周强院长所言：：在新的时代在新的时代
背景下背景下，，不管形势怎么变不管形势怎么变、、条件怎么条件怎么

变变、、环境怎么变环境怎么变，，人民法院司法为人民法院司法为
民的根本宗旨不能变民的根本宗旨不能变。。司法为司法为

民永不停歇民永不停歇，，永远在路上永远在路上。。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人民法院也
走过了 70 载的光辉征程，作为一名人
大代表，我见证了人民法院工作的每
一步成长。

从最开始的简陋设施、“草台班
子”、一人多职、手写法律文书，到如今
的法官职业化、办公现代化、资料数字
化等，法院各项工作不断创新，不断完
善，可以说是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进一
步发挥审判职能，切实服务和保障地方
社会经济发展，为维护公正司法、保障
人民群众合法利益起到了保驾护航的
作用。

无论法院工作如何改变，法院依
法治国、司法为民、依法办案的初心始
终没变。我也坚信，有这种初心作为
方向，法院各项工作一定会更顺民心，
合民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根据
五四宪法的原则和精神，被告人获得
辩护的权利，但很快就被剥夺了。直
到 1979 年第一部刑事诉讼法颁布，被
告人的辩护权才得以落实。1996 年
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律师介入刑事
审判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2012
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侦查阶段律
师的介入确定为辩护，不再是一般意
义上的咨询帮助。最高人民法院为落
实宪法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原
则，出台了相关规定，还在其他司法文
件中规定了保障律师执行职务、行使
辩护权的具体措施。2018 年最高人
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
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则把
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提升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毫无疑问，这是人民法院
为尊重和保障人权作出的巨大贡献！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广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陈海仪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久大制盐公司
技术中心研究院副院长 符宇航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兰田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士岭

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正在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正在
视察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视察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正在视察上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正在视察上
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正在视察内蒙古自治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正在视察内蒙古自治
区额尔古纳市人民法院黑山头镇人民法庭区额尔古纳市人民法院黑山头镇人民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