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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兆征：
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据新华社广州6月8日电 青砖土木结构
平房，两间正房，并有一间小厨房和一间偏
房。走进细看，墙上挂着几幅照片，仿佛在传
达着岁月的故事。这就是位于广东省珠海市
高新区淇澳岛的苏兆征故居。

苏兆征，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淇澳村
人，1885年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03年，
18 岁的苏兆征为了谋生，在香港外轮上做杂
役，并因此接触到经常乘船为革命奔走的孙
中山。在孙中山帮助鼓励下，苏兆征于 1908
年加入了同盟会，积极参加推翻清政府封建
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在孙中山等受到密探
追捕时，他机智掩护他们脱险。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很快
在中国海员中传开。苏兆征曾随船到过符拉
迪沃斯托克等地，进一步了解十月革命胜利
的经过情况，并有机会阅读新文化运动的书

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1921 年 3 月，苏兆征和林伟民等人倡导，

在香港成立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1922年
1月 12日，在香港海员举行的大罢工中，苏兆
征被选为罢工总办事处总务部主任和谈判代
表之一。

1925 年春，苏兆征加入中国共产党。入
党后，苏兆征先后任全国总工会筹备委员会
委员、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委员长、全国总
工会执委会委员长，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
领袖。在中共五大上，苏兆征当选为中央委
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党的八七会议和中共
六大上，均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严酷的斗争环境，长期的忘我工作，使苏
兆征积劳成疾，于 1929 年 2 月 25 日病逝。在
生命的最后一息，苏兆征仍然念念不忘组织
群众进行斗争，对前去探望他的周恩来等人

说：“广大人民已无法生活下去，要革命，等待
我们去组织起来。”“大家同心合力，一致合
作，达到革命的最后成功！”

1929 年 2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全
党发出了悼念苏兆征不幸逝世的第 32 号通
告。通告指出：苏兆征同志在工作中，充分表
现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卓绝精神和坚决的政治
意识，他的革命精神，是全党的模范。通告要
求全党学习苏兆征的革命精神，向前奋斗。
各地党组织通过各种方式举行悼念活动，纪
念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杰出的工人
运动领导人。

家乡人民也没有忘记他，2010 年实施了
苏兆征故居文保工程，修建了苏兆征故居陈
列馆。

为了缅怀英烈，苏兆征故居陈列馆每年
都组织策划一系列活动。

问：这次考试具体在制度上有何创
新？

答：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是吸
纳了原司法考试制度的设计思想和测量
方法，并且在指导思想、工作目标、测量要
求上进行了全新的设计和完善。考试扩
大了应当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从业
人员范围，在考试方面将进一步加大对政
治素养、业务能力和职业伦理的考查力
度，大幅度提高案例题的分值比重。同
时，还将建立法律职业人员任职前培训制
度，实行先选后训、谁选谁训的培训模式，
切实提高法律职业人员的能力素养。对
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人员违背职业伦理的
行为，由司法行政机关视后果进行相应处
理，实行资格暂停、告诫和吊销制度。

问：为何提高参加考试人员的报
名条件？

答：司法部把法律职业资格
考试定义为是建设高素质社会

主 义 法 治 工 作 队 伍 的 基 础

性、源头性工作，是万丈高楼平地起的根
基。提高报名条件，主要是为落实建设
高素质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的要求。
同时，为妥善解决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
度与原司法考试制度的衔接问题，允许
2018 年 4 月 29 日前已取得学籍（考籍）或
者已取得相应学历的高等学校法学类专
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或者高等学
校非法学类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
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可以报名参加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问：计算机化考试将如何进行？
答：公告明确在2018年国家统一法律

职业资格考试中客观题考试全面实行计
算机化考试，主观题考试在江苏省苏州市
等 5 个考区实行计算机化考试试点。目
前，各级司法机关都成立了计算机化考试
专门机构，司法部将按照有关规定，制定
出台工作规则、应试规则、监考规则、应急
处置预案、考区考点的职责分工工作安排
等，并下发考场记录单等规章制度，保证
计算机化考试的规范进行。同时通过身
份证比对、人脸识别等技术防止替考，做
到监考无死角、全覆盖，考试全过程视频
监控。为方便考生提前适应计算机化考

试的方式和环境，考试公告发布以后，将
发布计算机化考试答题演示、操作指南、
模拟答题操作视频资料。

问：这次考试方式将有哪些变化？
答：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方式吸取了原

司法考试的有益做法，并根据新制度的定
位做了一系列改革。

一是实行 2+1 考试模式，即客观题 2
张试卷，主观题1张试卷，减低了题量和考
生备考压力。客观题试卷分值各 150 分，
各100道试题，题型分别为单项选择题、多
项选择题和不定项选择题，考试时长 180
分钟。主观题试卷分值 180 分，题型包括
案例分析题、法律文书题、论述题等，考试
时长 240 分钟，考场将为考生配备法律法
规汇编。

二是客观题考试在包括港澳考区在
内的全国各考区全面推行计算机化考
试。主观题考试以纸笔考试为主，在若干
考区实行计算机化考试试点。

三是从今年开始，参加法律职业资格
考试的考生，通过客观题考试后再参加主
观题考试。

四是考生当年客观题考试合格成绩
在下一个考试年度内有效。（据新华社电）

打好高素质法治队伍的根基
——司法部相关负责人详解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

司法部 6 月 8 日公布了
2018 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公告。公告一出炉即引起万众瞩
目，这份我国首次“法考”的考试路
径，为建立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
度提供了基本遵循。那么这次考试
具体在制度上有何创新？为何提高
报名条件？计算机化考试将如何进

行？司法部的相关负责人对这些
热点问题进行了详解。

据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十三
届全国政协第四次双周协商座谈会
8日在京召开，围绕“基本解决执行
难问题”协商议政。记者从会上获
悉，从 2013 年 10 月至今年 5 月，全
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059 万例，联合惩戒作用日益凸
显，246 万名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
行了法律义务。

据悉，从 2013 年 10 月至今年 5
月，全国法院通过信用惩戒系统累
计限制 1122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
427 万人次购买动车票、高铁票。
国家工商部门利用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共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任企业
法定代表人及高管 22 万余人。银
行、互联网金融机构也利用法院的
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对其采取金融领
域的惩戒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加强信用惩戒的同时，人民
法院还用好用足强制措施，对抗拒
执行行为予以坚决打击。针对传统
模式下的查人找物难题，2014 年，
最高人民法院建立“总对总”网络查
控系统。

记者同时了解到，最高人民法
院积极发挥司法解释的规范作用，
近三年共出台了 30 个涉执行的司
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填补规则空
白，约束执行法官裁量权，加强监督
制约。

据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全国
“扫黄打非”办公室8日约谈网易云
音乐、百度网盘、B 站、猫耳 FM、蜻
蜓 FM 等多家网站负责人，要求各
平台大力清理涉色情低俗问题的
ASMR（中文译称“自发性知觉经络
反应”，主要产品为声音内容，用于
放松、助眠）内容，加强对相关内容
的监管和审核。

针对近期部分网民举报的一些
网络平台上出现借 ASMR 名义传
播低俗、色情内容问题，全国“扫黄
打非”办表示，经监管部门核实，多
个网络平台上存在以 ASMR 形式
传播低俗甚至淫秽色情的问题。从
目前掌握的情况看，部分平台审核
松懈，使得相当数量的具有强烈性
暗示的音视频、图片打着 ASMR 幌
子传播低俗甚至淫秽色情内容。我
国法律法规对淫秽色情声讯的认定
有着明确规定，对于定性为淫秽的
声讯，依法可追究平台的行政责任；
问题严重涉嫌刑事犯罪的，追究其
刑事责任。

全 国“ 扫 黄 打 非 ”办 强 调 ，
ASMR内容存在的问题，将纳入“净
网 2018”专项行动进行严厉整治。
同时，执法部门将大力查办典型案
件，追究违法违规者责任。

慑于信用惩戒

近250万名“老赖”
主动履行法律义务

全国“扫黄打非”办
约谈多家网站要求

清理涉色情低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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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