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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 月 11 日电
（记者 李 阳） 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
11 日下午经投票表决，高票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修正案》。中央政法委机关党
员干部在学习时一致表示，坚
决拥护大会通过的宪法修正
案，要以实际行动学习宣传贯
彻实施好宪法，自觉做宪法信
仰的崇尚者、宪法精神的弘扬
者、宪法权威的捍卫者、宪法
实施的推动者。正在出席全国
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中央政
法委秘书长汪永清对中央政法
委机关学习宣传贯彻宪法修正
案提出具体要求。

连日来，中央政法委机关
党员干部收听收看了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听取关于宪法
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与会代表
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会议表
决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新闻报
道。大家一致认为，这次宪法
修改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件大
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我国法治建设取得的重
大成果，是时代大势所趋、事
业发展所需、党心民心所向，
对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
重大作用，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宪法
保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
深远的历史意义。

大家一致表示，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凝心聚力、砥砺奋进，推动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次宪
法修改，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
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
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法，明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充实坚持和加强
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内容，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总纲第一条；修改国家主席任职
方面有关规定，完善国家主席任职制度；增加有关监察委员会的
各项规定，为成立监察委员会提供宪法依据等。这些重大修改，
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成果，体现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
要求，在保持宪法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的基础上，又一次推
动了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展。

大家一致认为，这次宪法修改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进行的。从宪法修改的过程看，始终贯穿了科
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严格遵
循宪法修改程序，凝聚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共识，是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生动立法实
践。

大家一致表示，作为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员干部，要在学习宣
传贯彻实施宪法上做表率。要认真学习宪法修正案内容，深刻领
会精神实质，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
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要严格按照宪法法律履行职责、行使权
力，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要积极推动贯彻实施宪法，
大力普及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坚决同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
作斗争，自觉维护宪法权威、捍卫宪法尊严。

3月 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向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时表示，今年是“基本解决执行
难”的决战之年，任务十分繁重，人民法
院将全力以赴，整体联动，不畏艰难险
阻，确保如期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目
标，坚决攻克这一妨碍公平正义、损害人
民权益的顽瘴痼疾。

两年前，周强院长庄严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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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时间
里，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迈出了
扎实的步伐，取得了看得见的成效。

执行难终将成为“过去时”

“执行工作不是粗活，执行工作是一
门艺术。”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王树江认为，执行工作需要高
层次的人才，要下力气提高执行工作人员
的政治素养和专业素养，最终以优异的成
绩完成“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
难”目标。

“春雷行动”“夏日雷霆”“百日会
战”，全国各地法院纷纷展开专项执行行
动，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涉金融案件专
项执行成重点工作。构建综合治理执行难

格局，建立网络查控体系，健全执行管理
机制，强力实施信用联合惩戒，一张执行
大网已全面拉开……

数据显示，2017 年，全国各级法院
共受理执行案件 2224.6 万件，执结 2100
万件，执行到位金额7万亿元，同比分别
上升了82.4％、74.4％和164.1％。

“如今，各级法院为基本解决执行难
多措并举、攻坚克难，人民群众对执行工
作的满意度显著提升，法院司法公信力也
得到进一步增强。”全国人大代表、广东
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说，相信执行
难问题终将成为“过去时”。

坚决维护生效判决和法律权威

生效判决无法得到执行，就是对司法
公信力的践踏和破坏。破解执行难，就是
要维护法律权威，维护生效判决，维护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

“查人找物难，财产变现难，一直是
困扰执行工作的瓶颈。”全国人大代表、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厉莉
说，要以信息化建设推动执行改革工作不
断前进，力图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
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

近年来，人民法院大力推进网络执行

查控系统建设，有效破解了查人找物的难
题。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最高人
民法院已与公安部、银监会等 10多个单
位建立网络执行查控系统，通过信息化、
网络化、自动化手段查控被执行人及其财
产，共查询案件 3910 万件次，冻结款项
2020.7亿元，极大地提高了执行效率。

为破解财产变现难题，人民法院积极
探索实施网络司法拍卖，将拍卖流程公开，
将司法拍卖置于阳光下。建立全国统一的
网络司法拍卖平台，2017年3月上线以来，
共进行网络拍卖 36.9万次，成交额 2545.3
亿元，溢价率 52％，为当事人节省佣金 78
亿元。

联合惩戒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现在明火执仗抗拒执行的少了，但
规避执行的手段花样翻新、隐蔽性强，给
法院执行工作带来更大挑战。”全国人大
代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偕林
说。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寇昉也有相同的感受，“在执
行实践中，由于社会诚信体系还不够健
全，很多被执行人东躲西藏，甚至举家外

迁，故意逃废债务。”寇昉说，还有的被
执行人以“假离婚、假破产、关联交易”
等手段隐匿、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给执行
工作带来困难。

还有些失信被执行人利用虚假诉讼转
移财产，利用互联网金融转移、隐匿财产
等来规避执行，“这类情况多发且花样百
出，亟待继续加强打击、加大惩戒力
度。”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龙岩市新罗
区西城街道西安村党委书记章联生说。

两年时间里，各级法院布织天罗地网
打击失信被执行人，运用执行查控系统对
被执行人财产进行核查，对拒不履行的失
信被执行人穷尽一切执行措施和执行手
段。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最高人
民法院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联合
国家发改委等 60多个单位构建信用惩戒
网络。全国法院累计公开失信被执行人信
息 996.1万人次，限制 1014.8万人次购买
机票，限制 391.2 万人次乘坐动车和高
铁，221.5万人慑于信用惩戒主动履行义
务；加大对抗拒执行行为惩治力度，以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罪犯9824人。

“法院的联合惩戒失信机制也得到了
进一步健全。”朱列玉认为，各国家机
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对纳入“黑名
单”的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一
处失信、处处受限”惩戒格局已基本形
成。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
市市长雷应敏说，人民法院这五年取得的
成绩前所未有，做成了讲了很多年、做了很
多年而没有做成的大事，让“老赖”无处藏
身，破解执行难问题力度很大。

攻克顽瘴痼疾 保障合法权益
——全国人大代表热议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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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人
民大会堂作法院工作报告时说：“面对繁重
的工作任务，广大干警不辞辛劳，无私奉
献，85名法官积劳成疾或遭受暴力伤害因
公牺牲。他们是共和国审判事业的忠诚卫
士，他们用奉献诠释了为民情怀，用生命捍
卫了公平正义。”

全国人大代表、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涂冬感慨地说：“我们的法官太辛
苦了，他们不仅担负着维护公平正义的使
命，在案件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不辞辛
劳，无私奉献，还常常要面临当事人的不理
解，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周院长报告中提
到有85名法官因公殉职，我听了感到非常
悲痛，他们是新时期公正司法的践行者、司
法改革的燃灯者、司法为民的奉献者，他们
用忠诚乃至生命筑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最后一道防线。”

随着这些年司法改革不断推进，当年
的司改推动者——邹碧华，不断进入人民
群众的视野，为大家所熟知，他独创的《要
件审判九步法》也为广大司法工作者所熟
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邹碧华同志的
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号召全体党员干部
特别是政法干部向邹碧华同志学习。

邹碧华曾说：“我们毫无保留，司法改
革需要大家一起努力！”邹碧华的精神鼓舞

和感动了在政法战线上奋斗的同志，他被
称为“燃灯者”，燃生命为灯，为改革的后来
者照亮前行的道路。

方金刚是原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
庭的一名法官。2016年，他主动响应号召，
坚定地走上了推进司法改革的道路，毫无保
留地奋斗到了生命最后一刻。

他坚守法治信仰，清正廉洁、勤勉办
案，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审判工作中，生动展
现了人民法官恪尽职守、拼搏奉献的职业
品质和光辉形象。

他们是先行者，为改革的事业奋斗终
生。

全国人大代表、新华锦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建华说：“法官是化解社会纠纷和
守卫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面对巨大的办
案压力、繁重的改革任务，不畏艰辛，迎难
而上，以青春守护正义，用生命托起社会安
宁，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生动感人的法治赞
歌。他们是法官的骄傲、司法的脊梁、时代
的楷模。他们的精神将激励着更多法律人
在依法治国道路上奋勇前行。”

侯铁男、周卫东都是这样，用实际行动
践行新时期人民法官的价值追求，用生命
忠实履行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以实际
行动深刻诠释着敬业奉献的法治精神。

“85 名法官！他们承担了太多压力，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全国人大代表、黑龙
江龙电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亚兰说，“黑龙江
省的侯铁男法官，他是铁血男儿，是当事人
最信赖的法官，他与人民群众心相连。”她
表示，希望通过司法体制改革，探索形成制
度上的保障，给予法官更多的休息时间，让
他们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多点时间
学习、多点时间享受生活。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桦南县桦南
镇鸿源农村资金互助社理事长孙斌也表
示，法官们工作十分辛苦，背后的艰辛不为
人知。像侯铁男这样的好法官，在为我们
国家的司法正义，默默付出，可歌可泣。侯
铁男法官数十年如一日，最终倒在了破解
执行难的路上，为国家法治奉献了一生。
他说：“希望能加大对法官的职业保障，给
法官多一点温暖，多一点职业尊荣感。”

他们是践行者，一生践行司法为民的
情怀。

2016年 2月 26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
法院法官马彩云在家中被一名当事人开枪
杀害；2017 年 1 月 26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
陆川县沙坡村，在家家户户都为即将到来
的春节而忙碌的时候，为审判事业奋斗了
一生的陆川县人民法院退休法官傅明生被
人持刀杀害。

他们是奉献者，用生命捍卫法律的威

严。
对法官的暴力伤害，最终伤害的是法

治，伤害的是全国人民共同营造的社会安
全感。

法官是守护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法
官的职业保障也牵动着千万人的心。许多
代表都提出要建立符合实际的职业保障制
度以及合理的法官人才流动机制。

来自辽宁的全国人大代表孙轶说，过
去五年，“两高”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
目标，加快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步伐，各项工
作都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司法公信力和人
民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他建议进一步加
强司法队伍建设，研究制定符合司法人员
职业特点的储备、招录制度，特别是要注重
在机构、人员、编制等方面向基层一线倾
斜。此外，还要加快推进司法辅助人员和
司法行政人员分类管理，跟进司法人员职
业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大同市委副书
记、市长武宏文建议，对法检人员维护公平
正义牺牲奉献的事迹给予表彰奖励。山西
省运城市委书记刘志宏代表也建议建立健
全法官检察官人身保护机制。山西潞安矿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李晋平代表建议，设立特别基金解决因公
牺牲的两院工作人员子女生活保障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友达律师事务所
主任冯帆建议强化法官职业保障，配齐法
官助理、书记员。来自江西的刘光萍、李秀
香、袁政海代表也建议，妥善处理员额制改
革后产生的相关问题，建立法官职业选择
机制，拓宽法官职业发展通道，提高薪资待
遇，避免人才非合理流失。

最高法工作报告提及八十五名法官因公殉职
——全国人大代表纷纷建议强化法官职业保障

本报记者 刘 婧 赵 刚 王 俏 李 强

水库被污染水库被污染 法官来勘察法官来勘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小康陈小康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楚楚 仑仑 罗罗 康康 陈陈 果果

“以前我们这里生意特别好，客人
都爱来钓鱼吃饭，现在鱼死光了，水还
有股臭味。”原告胡某不停地吐着苦水。

3月5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
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法官陈果一大早
就来到重庆市两江新区大竹林街道
黑沟水库，对一起水污染责任纠纷
案件进行现场勘验和调查取证。

胡某介绍，2002 年，他向村委
会承包黑沟水库用于水产养殖，随
后又在水库旁经营起生态农家乐，
生意非常不错。但近年来，水库周
边开发住宅小区，市政排污管道遭
到堵塞。几个月前，受一场强降雨
影响，大量污水涌出排污管道，顺着
山坡沟槽形成小型山洪，冲毁围墙
及附属设施后泻入水库，造成养殖
鱼类大量死亡。

“污水排放属于市政管理问题，
与我们无关。”勘察现场，被告重庆
某房地产公司表示。

“但污水管网的建设方和管理
方也说不关他们事，今天就请法官
来评评理，看看到底是谁的责任。”

胡某情绪有些激动。
法官先对水库水体进行了检

查，虽然胡某已经进行了紧急修复，
但污染痕迹仍随处可见。

经过一片散发着恶臭的垃圾
场，法官又来到山坡泄洪处和排污
口。暴雨冲刷使得现场一片狼藉，
污染十分严重，法官对泄洪区和排
污管网都进行了仔细勘察。

随后，法官联系水库所属街道工
作人员前来核实情况，又马不停蹄地
赶往重庆市两江新区国土房管局调
取了事发时现场勘察的笔录及照片。

“环境污染案件需要法官多到
现场，多看、多问，这样才能最大程
度接近事实真相，最终作出公正裁
决。”陈果说。

渝北区法院环资庭自 2011 年
底成立以来，共审结各类环资案件
2435 件，建立起诉前协调、审前阻
却、综合认证、判后修复、倡议建议

“三段五环”审判工作机制，为重庆
加快建成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提供有
力的司法保障。

图①：法官向原告了解水体污染及自救挽损情况。
图②：组织当事人共同查看污水管网现状。
图③：现场勘察污水冲刷形成的泄洪沟槽。
图④：向两江新区大竹林街道工作人员调查核实其勘察污染现场相关

情况。
图⑤：根据现场勘察情况制作勘验笔录及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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