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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奥运村法庭的刘黎法官，人们都竖起大拇指
称她为“百姓信赖的人民法官”。

2002 年，刘黎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到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工作：2006 年 9
月，她被调入奥运村人民法庭从事民事审判工作。

在刘黎审结的 2500 余件民事案件中，无一信
访，无一投诉。她这样描述自己的审判工作：“你可
能在前一个‘高大上’的庭审中，聆听了专业律师在
用法言法语激辩，而在后一个庭审中，是一对离婚夫
妻为争一个大衣柜争吵不休。”

然而，就是在这不断的纠结轮换中，刘黎逐渐认
识到，很多民事案件并不是黑与白、是与非的简单冲
突，不但交织着复杂的法律关系，而且还包含着当事
人的心理诉求。“我们既要用法律思维进行裁判，更
要有国情意识和人文关怀，唯有如此，才能让公正彰
显，让百姓信服。”

刘黎正是向着这个目标努力，努力诠释着一个法
官应有的智慧和温暖。“相信每一个法律人都有一个
法治中国的梦。身处法治大跨越大发展的新时代，作
为一名法官，我倍感振奋，并促使自己不断地思考和
反省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好法官，如何能为法治建设贡
献自己的力量。”刘黎说。

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

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审计评价应当重点关注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关注与领导干部履

行经济责任有关的管理和决策等活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关注任期内举借债

务、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环境保护、民生改善、科技创新等重要事项，关注领导干部应承担直接

责任的问题。

——摘自《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实施细则》

本版编辑 张 伟 李 亮 熊 丽 陆 敏 魏倩玮 胡文鹏 李 景 周 剑 美 编 夏 一 高 妍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张张 伟伟 李李 亮亮 熊熊 丽丽 陆陆 敏敏 魏倩玮魏倩玮 胡文鹏胡文鹏 李李 景景 周周 剑剑 美美 编编 夏夏 一一 高高 妍妍

依 法 治 国 阔 步 向 前
本报记者 李万祥

将公平正义送进百姓心里
本报记者 李万祥

刘 黎 全国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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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区人民法院奥运村

法庭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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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汉语盘点 2014”活动揭晓的榜单中，

“法”字摘得国内字第一，“反腐”则居国内词首位。根

据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的数据，“依法治国”

一词位居“2014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之首。

2014年，“法治”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然而

“法律条文休眠”、“法律滞后”的声音不断，“部门立法”、

“法非民愿”的观念流行，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的问题还存在。依法治国，任重道远。

针对这些现象和问题，过去一年来，中国缜密推进

在法律规范、法治实施、法治监督、法治保障等各方面

的体系建设，从容有序。治国理政在法治的轨道上稳

稳前行。而“法治”在保障全面深化改革中，亦是壮怀

激烈、蹄疾步稳。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从现行宪法通过，到

全国法制宣传日，再到国家宪法日，12 月 4 日承载着中

国追求法治的执着追求，也标注了法治中国建设不断

前进的脚步。

法治的关键，乃是依法办事，依照法律程序办事。

良法善治，说的就是既要拥有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

的好法律，又要具备尊重法、懂得法、会用法的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

过去一年，凡是中国的重大改革都实现了于法有

据。先立后破，有序进行，法治为“啃硬骨头”、“涉险

滩”的改革注入强大内劲。实践证明，推动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不断开拓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必须坚持

法治原则，从法治上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制度化方案。

过去一年，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

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

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随着中国经济

领域立法加速，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日益彰显。

过去一年，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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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

力实现让人们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因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是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公正与否深刻影响着

社会公正。

法，内化于心，称其信仰；外化于行，足见刚韧。从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到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中国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法治建设中进一步规

范、强化、提升。

劲风扬帆好远航。殷殷期盼的法治中国，我们拭

目以待。 文/于中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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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院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院

长吴偕林长吴偕林（（中中））介绍法院相关介绍法院相关

情况情况。。当日当日，，上海市第三中上海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上海知识产权

法院成立法院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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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 2014 年，13 亿多中国人分享着改革成
果：虽然 GDP 增速放缓，但是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4986 元，实际增长 8.2%；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就业却再创新高，1 月至 9 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000 多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处于重要战略机遇
期的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

改革进程，需要法治的力量破冰前行；改革成果，
需要法治的保障沉淀定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绘就了
中国法治社会建设蓝图。这幅法治蓝图，是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的顶层设计，更是建设法治中国的行动指南。

唱响改革主旋律
2014 年 12 月 2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

决定，授权国务院在中国 （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中
国 （天津） 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福建） 自由贸易试
验区以及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暂时调
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落子”，是中央政府进一
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再度发力。

“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
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是对立
法的要求，也是对改革的要求。

为规范和强化航道保护制度，保障航道畅通和航行
安全、促进水运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 应运而
生；为了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强化预算约束，加强对预
算的管理和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完成 20 年
来首次大修；为进一步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强
化安全生产责任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利
剑高悬；增加按日计罚、查封扣押、行政拘留等条款，
加大了处罚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向污染
祭出重拳⋯⋯

2014 年，中国立法继续朝着精细化立法方向前行，
修改制定法律 11 部，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科学的立法保
障。

出台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为不动产统一登记提
供法律指引和保障；推出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强化社
会救助托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统筹最低生活保障、
特困人员供养、就业救助、临时救助等 8 项社会救助制
度⋯⋯社会民生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

推进完善司法责任制等 4 项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
院设立巡回法庭，建立知识产权法院，设立跨行政区划
法院、检察院，减少适用死刑罪名，涉法涉诉信访依法
终结，健全完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制度，办案质量终
身负责，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司法改革向着公正高效
权威的总目标全速前进。

法与时转，治与世宜。实践证明，改革的过程，就
是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法治方式逐步确立的过程；既要
通过改革以促进法治完善，也要用法治来引领和保障改
革的方向正确。

厉行法治守正义
刘汉刘维案维持一审判决、21 世纪网涉嫌新闻敲

诈、葛兰素史克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被判罚 30 亿元人
民币、“秦火火”网络谣言案宣判、呼格吉勒图沉冤终得
雪、“3Q”大战尘埃落定⋯⋯2014 年，一大批彰显法律
权威、维护公平正义、规范市场秩序的案件，带来一次
又一次的“法治时刻”。

科学立法是基础，严格执法是关键。法律的生命力
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严格执法是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任何人都没有“法外特权”：歌手李代沫等明星
涉案，给社会以警示；山东招远“麦当劳杀人案”涉案
人员依法受到制裁。

——法治中国没有“法外之地”：开展“扫黄打非·
净网 2014”、“扫黄打非·秋风 2014”专项行动，集中打
击网上淫秽色情信息，净化网络空间；跨境“猎狐”成
果丰硕。

——党纪国法面前绝无例外：2014 年 12 月 5 日，中
央决定给予周永康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
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10 日，国家发改委原副主

任刘铁男因受贿罪一审被判无期；15 日，安徽省原副省
长倪发科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一审开庭。

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在反腐高压态势下，“老虎”
频频落马，“苍蝇”屡屡被打。

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超过 50 位省部级高官被
查处，副国级以上官员 3 人，范围涉及党政军、人大、
政协、国企等多领域。2014 年，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的问题共计 53085 起，处理 71748 人，其中给
予党纪政纪处分 23646 人；1 月至 9 月，全国检察机关立
案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27235 件 35633 人，其中县处级以
下 33025人。

2014 年，制度反腐力度一再加码，给权力套上“紧
箍咒”。如，推行权力清单制度，颁布 《党的纪律检查体
制改革实施方案》，出台经济责任审计细则，中央纪委在
中央和国家机关新设 7 家派驻机构，31 个省区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实现巡视全覆盖，清除官场“圈子”、“山
头”，清理“裸官”等等。最高法院还制定了 《人民法院
贯彻落实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13—2017年
工作规划〉 的实施办法》，强调要以“零容忍”的态度查
处司法腐败案件。

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反腐永远在路上。

尊法守法成风尚
“我接受任命，谨此宣誓：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 和法律，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忠于国家，忠于
人民，依法履职，恪尽职守⋯⋯”2014 年 11 月 14 日，
深圳 5位新任领导干部手持 《宪法》 宣誓。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2014 年 12 月 4

日，是首个国家宪法日，各地举行多种活动宣讲宪法知
识、弘扬宪法精神：无锡市政法部门“入驻”滨湖区万
达广场，为老百姓解疑释惑；南宁市桂雅路小学的学生
们诵读宪法，学习宪法故事；沈阳市皇姑区妇联和皇姑
区法院联合组织的“姐妹爱心联盟”，在长江南社区开展
面对面法律咨询与维权服务。

学宪法、懂宪法、用宪法，一时间成为人们热议
的话题。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在全
民守法渐成风尚的同时，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时代要
求愈发明显，更加强烈。

一个廉洁的政府和风清气正、规则公平的市场，是
最好的投资软环境。2014 年，随着行政事业性收费被减
免，一项项行政审批事项被取消和下放，简政放权后的
法治政府建设逐步提速。同时，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
也取得了积极成果。

回顾 2014 年，在普法宣传教育继续强化的同时，法
律援助也日益成为高品质的“免费午餐”：国务院、中央
军委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的意
见》，以有效满足军人军属法律援助需求；司法部印发

《关于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在健全公共
法律服务网络、拓展公共法律服务领域、整合公共法律
服务资源等方面作出新部署。

截至 2014 年 6 月初，全国 174 个县无律师问题已全
部解决。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律师法律服务县
域的全覆盖。

时代潮流不可阻挡，法治力量激荡澎湃。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集结号”已经吹响。展望未来，朝向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法治中国阔步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