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邮政编码：450004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印务中心印刷 郑州市邮局发行 全国各地邮局（所）均可订阅 广告经营许可证：豫工商广字０53号
新闻中心 86178033 发行中心 86178008 广告中心 65978789 办公室 86178015 周刊部 86178098 新媒体中心 86178060 定价：298元／年·份 零售价：1.20元/份

1616 法治中国
2017/10/13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智群李智群 校对校对 刘任晓刘任晓

E-mail:hnfzbbjb@E-mail:hnfzbbjb@126126.com.comHENAN LEGAL DAILY

人工智能将辅助
检察官办案

2017年春天，在北京一家建筑工地工作
的张其明因被拖欠工资，来到通州区法院打
官司。他只花了很短时间就成功立案。而
在几年前，来立案的人一般都要排队等上好
几个小时。

这变化得益于全国法院已经全面实施
的立案登记制改革，目前法院当场登记立案
率超过 95%。改“立案审查”为“立案登记”，
增添了人民对公平正义的信心。这是法院
立案制度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变革，更是新
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破障前行的缩影。

习近平总书记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的
重要指示，鲜明勾勒出法治领域的历史性
突破和卓越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法战线坚持正确
改革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闯难关，
做成了想了很多年、讲了很多年但没有做成
的改革，司法公信力不断提升，对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想了很多年、讲了很多年”都没有做
成，足见改革之难、沉疴之重。只有下最大
的决心，牵住“牛鼻子”，敢于动真碰硬，才能
用改革守护好公平正义。

司法责任制改革全面推开，12万多名法
官、9万多名检察官遴选入额，优质司法资源
充实办案一线。2016年，在立案数大幅增长
的背景下，全国法院一审服判息诉率达
89.2%，审判质量明显提高。

“这是历史性的成就和突破，改的是体
制机制，破的是利益藩篱，触动的是灵魂深

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说，“司
法体制改革刀刃向内，拆庙减官，打破了多年
的司法行政化，实现了‘谁办案谁负责’。”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权司法保障的变
化与进步，如一股股涓涓细流，汇聚成彰显
公平正义的大潮。

延续半个世纪的劳教制度被废止，终于
退出历史舞台；纠正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
案、陈满案等一批重大冤错案，以审判为中
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破冰前行；改革律
师制度，规范公安机关执法，坚决守住防范
冤错案的底线……改革攻坚克难，奋力破除
阻碍公平正义的藩篱。

改革直面人民群众关注的“痛点”“难
点”、经济社会发展的“堵点”“盲点”，从人民最
不满意的地方改起，让公平正义之光普照。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通过立法、执
法、司法多种手段，重拳打击电信网络诈
骗，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检察机关公益诉
讼，维护环境等公共利益有了“国家队”；居
住证暂行条例施行，让两亿非户籍人口在居
住地“扎根”，告别“暂住证”；全面推进居民
身份证异地办理，群众免受奔波之苦……

“法治获得感”滴灌到百姓心头。
“这些前所未有的改革突破与现实变

化，源自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倾听人民的呼声，从基础和根本上改起，让
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教授徐汉明说。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记
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全国检
察系统将推广适用数据化的证据标
准，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深度应
用，把统一的证据标准镶嵌到办案
程序之中，以促进司法公正。

今后，全国检察机关将健全完
善运用现代技术，构建覆盖庭前准
备、庭审指控、后台支持的全过程
出庭一体化平台体系。下一步，检
察机关将着力探索将证据标准、法
律文书、量刑建议等转化为数据模
型或智能平台,为司法办案提供有
效的辅助支持，探索逮捕必要性审
查、未成年人犯罪风险评估预警、
刑事执行监督等领域人工智能应
用。此外，在智能语音建设应用方
面，将尽快把双语翻译App和手持
翻译终端等应用于司法办案第一
线，特别是加快推进藏汉、维汉、蒙
汉双语智能语音建设。

迈出法治新步伐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
印发了《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
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最高
人民法院、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对办
法进行了详细解读。

为实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
覆盖，办法规定了哪些保障措施？

一是明确工作职责、权利救济
和责任追究。

二是加强律师资源保障。规
定了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对
律师资源的统筹调配，鼓励和支持
律师开展刑事辩护业务。

三是加强经费保障。建立多
层次经费保障机制，加强法律援助
经费保障，确保经费保障水平适应
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
点工作需要。

四是完善工作衔接。办法在
已有规定基础上对相关工作程序、
衔接机制作了进一步完善，包括人
民法院通知辩护的程序、法律援助
机构指派律师的程序、拒绝通知辩
护的程序、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
关工作衔接等。

办法对保障刑事辩护律师执
业权利作了哪些规定？

办法规定，人民法院作出召开
庭前会议、延期审理、二审不开庭
审理、宣告判决等重大程序性决定
的，应当依法及时告知辩护律师。
当辩护律师提出阅卷要求的，人民
法院应当时安排辩护律师阅卷，无
法当时安排的，应当向辩护律师说
明原因并在无法阅卷的事由消除
后三个工作日以内安排阅卷，不得
限制辩护律师合理的阅卷次数和
时间。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法院收
集、调取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在
三日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并
通知辩护律师，重视律师辩护意
见。同时办法还规定建立健全维
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处置机制，畅
通律师维护执业权利救济渠道。

办法对提高律师刑事辩护质
量作了哪些规定？

一是对律师辩护质量提出要
求。

二是对律师辩护纪律提出要
求。

三是加强辩护律师监督指导。

最高法、司法部
相关负责人作解读

1

3

2

对刑辩律师全覆盖
试点办法

历史性拓展：

国家社会运行迈向
法治新境界

2014 年初春，国务院各部门官网
上悄然出现了一张张部门行政审批事
项清单。这是中央政府首次晒出权力
清单、亮出权力家底。目前，全国所有
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均已
公布，明确政府机构、职能、权限、程
序，厘清权力边界。

当依法行政成为政府的鲜明印
记，依法执政成为领导干部的基本遵
循，尊法守法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奋进中的法治中国正不断汇聚起磅礴
的力量。

应法之义，法治政府依法用权——
“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

为。”无论是大刀阔斧进行“放管服”改
革，还是行政审批结束“长途旅行”；无
论是推动政务公开“数据多跑腿、群众
少跑路”，还是严格规范执法让权力不
再“任性”，政府权力运行逐渐步入法
治化轨道。国务院部门五年间累计取
消行政审批事项600多项，设置的职业
资格削减70%以上,法治政府使经济社
会活力进一步迸发。

循法而行，抓住“关键少数”——
2016年底，一份由中办、国办印发

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
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给领导干部
压实了沉甸甸的责任。

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
度，拉起领导干部干预司法“高压线”，
修改行政诉讼法改变“告官不见官”的
尴尬局面……全面依法治国使各级执
政者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
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维护稳定。

法之必行，在于人心所向——
民法总则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写入开篇；办理侵犯“狼牙山五壮士”
名誉权案等，维护英雄人物权益；慈善
法、反家庭暴力法让社会更和谐，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融入法治建
设，传导正确价值取向，凝聚起法治中
国“精气神”。

全社会大普法格局正在形成：从
学龄儿童，到耄耋老人；从普法进单位
学校、进乡村社区，到微博、微信新渠
道普法，人人参与法治建设。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
法，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的良
好社会风尚正在形成。

长风万里，劈波斩浪。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
务，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为子孙万代计、
为长远发展谋。

唯奉法者强，唯明法者进。我们
坚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带领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砥砺奋进，中国必将开辟
一条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法治文明
之路。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
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

雄壮的国歌、神圣的国徽、庄严的誓词，
2016年 1月 1日起，宪法宣誓制度正式实施。
庄重的仪式让宣誓者终身难忘，激励着他们
忠于宪法、厉行法治。

执政兴国，离不开法治支撑；社会发展，
离不开法治护航；百姓福祉，离不开法治保
障。2014年金秋十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召开，全会通过决定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习近平总
书记的话语，字字珠玑，指引方向。

五年来，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提升——由静态的

制度体系向囊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
节的动态体系转变，体现的是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整体要求，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一次重大飞跃。

从修改立法法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
法权，到加强规范性文件违宪违法备案审查；

从发布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到司法体制
改革“猛药去疴”；从依法惩治腐败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到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五年来，改
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由
法治作保障、靠法治来推进。

依法治国向全面依法治国推进——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我们党对法治建设规律认识不断
深化，对治国理政的驾驭更加成熟稳健。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 100 多项涉
及法治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改革新举
措，鲜明展现出全面依法治国的新蓝图。”中
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说。

截至今年 6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共制定法律20件，通过修改法律的决定
39件；全国法院去年采取信用惩戒措施834.6
万人次，70.7万名“老赖”主动履行义务，执行
到位金额超过 1 万亿元；我国去年每 10 万人
中命案发案数仅为 0.62 起，已成为世界上最
安全的国家之一。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
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规则之治、程序之治、
良法善治的有机统一，带来法治软、硬实力不
断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历史性变革述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迈出新步伐。

这五年，是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历史性突破的五年，是法治领域改革集中发力、成效显著的
五年。一幅“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宏伟图景，在神州大地壮阔展开。

历史性提升：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新阶段

历史性突破：破解顽瘴痼疾收获公平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