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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建柱会见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

王治国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

日

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出席

中国公安部与美国国土安全部

第一次部级会晤的美国国土安

全部部长约翰逊"

孟建柱说#过去一年 #中美

关系发展取得许多新进展"今年

!

月#习近平主席将对美国进行

国事访问" 中美双方应共同努

力#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

识#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推动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不断取

得新的进展"

孟建柱指出# 执法安全是中

美两国开展合作的重要领域" 近

年来# 两国执法安全部门联合侦

破了一批特大跨国案件# 合作关

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中国公安

部与美国国土安全部建立部级会

晤机制是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

重要共识# 希望双方把第一次会

晤开好# 进一步加强在打击跨国

犯罪! 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和追逃

追赃!反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不

断把两国合作提高到新水平"

约翰逊说# 美方高度重视美

中执法安全合作#愿与中方加强互

信与协调# 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

不断扩大两国执法安全合作成果"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

琨#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和美国

驻华大使博卡斯参加会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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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专项整治督导检查严格把关
本报讯!记者赵铁龙 通讯员丁伟"

"

月
#

日!辽宁

省检察院召开该院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听取了各督导组对专项整治工作

第一阶段督导检查情况的汇报$据了解!各督导组通过听

取汇报%查阅相关文件%学习笔记以及抽查部分干警学习

情况等方式开展督导工作!当场决定
$

个市院延迟转段$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5年全国打击侵犯
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要点》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 &

$%&'

年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

工作要点'!明确了
(

个方面%

$)

项重点工作!要求深入推

进法规制度建设!依法加强市场监管和集中整治!营造公

平竞争%放心消费的市场环境$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原主任曾平被开除党籍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

四川省纪委日前对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原主任曾平严重违

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曾平利用职务便利!为他

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经四川省纪委审议并报经四川

省委批准!决定给予曾平开除党籍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

其涉嫌犯罪的问题及涉案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孟建柱会见泰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巴维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

记者

王治国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

日

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泰国副总

理兼国防部部长巴维"

孟建柱说 # 中泰是友好邻

邦#中泰一家亲是两国关系的真

实写照"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泰

国的友好关系"今年是中泰建交

)%

周年# 中方愿同泰方共同努

力#抓住这一重要契机#落实两

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

中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

断向前发展"

孟建柱指出 #近年来 #中泰

执法安全合作不断取得新成

果" 希望双方在执法安全领域

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 密切协

作配合#为维护各自国家安全!

促进地区稳定作出新贡献"

巴维表示#中国是泰国的重

要邻国#两国在各领域合作成果

丰硕"泰方愿同中方深化包括执

法安全在内的各领域务实合作#

巩固和发展两国传统友谊#造福

两国人民"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

琨#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外交

部副部长程国平和泰国驻华大

使提拉古参加会见"

宁夏检察机关对黄继红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徐

盈雁 "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

院了解到# 宁夏回族自治区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原党组成员! 派驻纪

检组长黄继红!副厅级"涉嫌受贿一

案# 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指定

石嘴山市检察院立案管辖# 该案经

石嘴山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终结后

移送该院公诉处审查起诉 "

)

月
*

日# 石嘴山市检察院向石嘴山市中

级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

知了被告人黄继红享有的诉讼权利#

并讯问了被告人黄继红# 听取了其辩

护人的意见" 石嘴山市检察院起诉书

指控$ 被告人黄继红利用担任西吉县

人民政府县长的职务之便# 为他人谋

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利用

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的职权和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

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

不正当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依

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最高检举行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专题报告会
曹建明出席 胡泽君主持 张军作报告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

记者

王地
$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举

行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暨规范

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专题报告

会" 邀请中央纪委副书记张军作

(运用法治思维惩治腐败)专题辅

导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曹建明出席报告会"

报告会上#张军结合世情!国

情!党情新变化#紧密联系党和国

家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对如何

运用法治思维惩治腐败! 如何把

握(三个自信)及审慎用权等相关

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和思考"认

真聆听报告后# 与会人员一致表

示
+

报告主题鲜明!思想深刻!内

容丰富!生动精彩
+

对于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 增强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

力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帮助作用"

最高检党组副书记!常务副

检察长胡泽君主持报告会"她指

出
+

最高检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纪委

五次全会精神#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要求 # 加强机关党风廉政建

设#深入推进规范司法行为专项

整治工作 # 建设高素质检察队

伍"胡泽君要求最高检机关全体

党员干部进一步深化对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认识#明

确人民检察院所肩负的神圣职

责#自觉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

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 #以深

入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

活动为契机#按照院党组和曹建

明检察长的要求#把党中央和习

近平总书记对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的新要求贯彻在每

一项检察工作中#努力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 全面推进改革开

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从

严治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最高检副检察长姜建初!李

如林#政治部主任王少峰出席报

告会"最高检机关及直属事业单

位处长以上干部参加了报告会"

中办国办印发实施方案贯彻落实四中全会决定部署

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

郭洪平 贾阳" 中共中央办公

厅 !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

*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

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 +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该 *实

施方案+是贯彻落实四中全会决

定的部署#在协调衔接三中全会

相关改革任务和四中全会改革

举措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深化司

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绘就的

路线图和时间表"

*实施方案+ 明确了指导思

想!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 #为进

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

改革提供了基本遵循 "*实施方

案+提出#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 围绕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 切实解决

影响司法公正! 制约司法能力的

深层次问题# 着力破解影响法治

社会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 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有力司法保障! 创造良好社会环

境"

*实施方案+ 提出了进一步

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

的目标任务$着眼于加快建设公

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

度#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

力运行机制# 规范司法行为#加

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保证公正

司法# 依法维护人民群众权益#

提高司法公信力%着眼于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

体系和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提高

社会治理水平%着眼于建设高素

质法治专门队伍# 推进正规化!

专业化!职业化 #建设一支忠于

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

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

*实施方案+强调#进一步深

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必

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要坚持

走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司法规律

的改革之路 # 在党的统一领导

下#从基本国情出发 #尊重司法

规律#努力创造更高水平的社会

主义司法文明"二要坚持改革的

大局观#敢于担当!勇于进取#从

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谋划!提

出改革举措#防止把改革简单等

同于扩张权力!增加编制 !提高

待遇#要敢于啃硬骨头 #突破利

益固化的藩篱#在解决深层次体

制机制性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

展"三要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

破的统一#按照统筹兼顾 !先易

后难!突出重点!依法有序的要

求#紧紧抓住制约司法公正的最

突出问题进行改革#确保司法体

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取得实效"四

要坚持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

极性#鼓励!支持地方在符合中

央确定的司法体制改革方向!目

标下积极探索# 创造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

四中全会提出的
&!%

项重

大改革举措中#有关进一步深化

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有

*)

项# 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一

是在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

信力方面#共有
)*

项改革举措"

重点包括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

诉讼制度改革#改革法院案件受

理制度#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

公益诉讼制度#实行办案质量终

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

制#完善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

员制度等"二是在增强全民法治

观念! 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方面#

共有
&*

项改革举措" 重点包括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

论#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

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完善守

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

为惩戒机制#推进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建设# 构建对维护群众利益

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体系# 完善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 三是在

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方面#共

有
&*

项改革举措"重点包括完善

法律职业准入制度# 加快建立符

合职业特点的法治工作人员管理

制度#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

制度# 健全法治工作部门和法学

教育研究机构人员的双向交流与

互聘机制# 深化律师管理制度改

革等"

*实施方案+对
*)

项改革举

措进行了任务分工#逐项明确了

主要任务 ! 牵头单位和参加单

位!改革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等

事项#为各项改革任务落实提供

了基本依据"

*实施方案+强调#进一步深

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任

务艰巨#时间紧迫 "要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加强组织领

导#加强统筹协调 #加强分工协

作#加强舆论引导 #加强督导督

察#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地抓

好*实施方案+的落实工作#确保

各项改革措施落地生根#取得人

民满意的实际效果"

)

月
!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暨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专题报告会%邀

请中央纪委副书记张军作&运用法治思维惩治腐败'专题辅导报告( 本报记者程丁摄

)

月
!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钓鱼

台国宾馆会见泰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巴维( 郝帆摄

)

月
!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钓鱼

台国宾馆会见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 郝帆摄

吉林省司法厅原副厅长赵洪兴被“双开”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

息!吉林省纪委近日对吉林省司法厅原副厅长%党委委员

赵洪兴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赵洪兴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收受巨额贿赂(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经济

损失(与他人通奸$目前!赵洪兴已被)双开*!其涉嫌犯罪

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接地气啃硬骨头 司改才能取得实效司法是维护社会和谐的*稳

压器'( 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

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近日

下发%

*)

项 *接地气' 的改革举

措 % 针对现实问题专啃 *硬骨

头'(

*动态' 的司法让写在纸上

的法律转化为社会生活中的程

序与公正(内外*双管'齐下防范

司法*打招呼'%建立领导干部和

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干预司法活

动)过问案件的记录 )通报和追

责制度%司法机关从内到外都建

立了*防火墙'+探索法院的审判

权和执行权分离%*分离之痛'也

是对法院系统的重大考验+探索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检察院

的努力将使社会公共利益的守

护更加坚实,,实施方案用一

项项具体措施%把公平和正义向

前推进(

*)

项改革真 *接地气' 就

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建立立案登记制 % 推行网上立

案% 解决法院 *立案难'+ 错案

倒查问责% 统一错案认定标准%

司法人员和群众都能对错案有

清楚的认知 % 便于分清责任 +

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

培养干部群众的法治信仰,,

这些打基础 ) 顺民意的改革正

是朝着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 ' 这个目

标前进(

当然% 也要清醒地看到%方

案涉及面广) 牵涉人员众多%实

施过程中要通过试点 ) 总结经

验) 逐步推广等方式谨慎而行(

比如要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管

理制度留住人才% 与此同时%法

官员额的设置一定要考虑法官

职业群体的年龄结构和不同审

级法院的要求%不能简单地论资

排辈 %搞 *一刀切 '(在 *去行政

化'过程中%要防止司法人员*责

任无限大)职业无保障 '%在 *去

地方化'的同时 %防止加剧上下

级法院之间的*行政化'(只有注

重统筹协调推进 %有重点 )有步

骤) 有秩序地抓好方案落实%才

会真正让改革取得实效(

&新华社记者杨维汉 陈菲'

积极稳妥协调有序推进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
———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就《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答记者问 !全文见二版"

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一审获刑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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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西安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的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

廖少华受贿!滥用职权一案#今天在

西安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法院

认定#被告人廖少华犯受贿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

币
&,%

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

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
&,%

万元"

法庭经审理查明 $

$%%)

年春节

至
$%&$

年
(

月#被告人廖少华在担

任贵州省六盘水市市长! 中共黔东

南州委书记期间# 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 为有关公司或个人谋取利益#先

后多次非法收受陈春章! 龙向彬!曾

佐桥!曾超懿!张宇恒!何智慧等人给

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
&,$)

万元"被

告人廖少华在担任黔东南州委书记

期间#滥用职权#造成国家财政资金

损失人民币
,&%

万余元"一审判决书

认为#被告人廖少华的行为已构成受

贿罪和滥用职权罪# 依法应数罪并

罚"案发后#廖少华主动交代办案机

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和滥

用职权的事实# 受贿罪具有坦白情

节#滥用职权罪具有自首情节%所得

赃款全部退缴#认罪悔罪#对其受贿

罪可从轻处罚#滥用职权罪可减轻处

罚"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深入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