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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在 新 的 历 史 起 点 上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
会部署，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并下发了《关
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
见》，对检察人员职责权限、司法责任认定
和追究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

《意见》的出台对我国检察制度的完善
将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在责任追究等核
心内容上又是如何规定的？最高检司法体
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光辉 28 日
接受了记者采访。

记者：当前司法公信力不高的问题还

较为突出，《意见》的出台对促进检察官依

法公正履行职责有怎样的意义？

王光辉：近年来，人民群众对司法不公、
司法腐败、冤假错案问题反映强烈。这些问
题的产生，有司法观念陈旧、司法人员素质
不高等方面的原因，但深层次的原因在于
司法体制机制不健全，其中就包括司法责
任制不完善。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
是建立权责统一、权责明晰、权力制约的司
法权力运行机制的关键，是深化司法体制改
革的核心，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是有利于将司法办案的责任落到实
处，增强检察官司法办案的责任心，促进检
察官依法公正履行职责，提高司法办案的
质量和效率；二是有利于减少内外部人员
对司法办案的不当干预，保障人民检察院
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三是有利于解决当
前司法活动中的突出问题，提高司法公信
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四是有利于促进检察人
员提高自身素质，推进检察队伍正规化、专
业化、职业化建设。同时，完善人民检察院
司法责任制是一项综合性改革，涉及检察
机关基本办案组织、检察业务运行方式、检
察委员会运行机制、检察管理和监督机制、
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机制等多个方面的具
体改革举措和相关配套改革。这些改革措
施的逐步落实，将对司法改革的全面深化、
检察工作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检察制度的全面完善产生重要影响。

记者：《意见》在制定过程中体现了哪

些原则和要求？

王光辉：制定《意见》时注重体现了六
个方面的原则和要求：

一是坚持宪法规定的领导体制。我国
宪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
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
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
作。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察长统一
领导检察院的工作。在完善检察权运行机
制和司法责任制的具体制度设计中，要体
现“检察一体”、“上令下从”的基本原则。

二是既坚持遵循司法规律，又符合检
察职业特点。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
检察职能既具有司法职能的基本属性，又
与审判职能相区别。我国检察业务包含审
查逮捕、审查起诉、查办职务犯罪、对诉讼
活动进行监督等多个种类。与司法责任相
关的制度设计要从职业特点出发。

三是突出检察官的主体地位。主要是

通过科学划分系统内部不同层级权限和改
革现有办案方式，减少审批环节，赋予检察
官相对独立对所办案件作出决定的权力，
使检察官在司法办案中发挥主体作用。

四是强化对司法办案的监督制约。在
适度“放权”的同时，相应地完善监督机制，
对司法办案工作进行全程、全方位的监督，
确保检察官依法正确行使权力。

五是公平合理地确定司法责任，坚持
权责相当。检察官在其职权范围内承担司
法责任。对故意徇私枉法、重大过失酿成
错案与一般工作失误导致的瑕疵案件，区
分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六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改革创新。发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体制优势，坚持
长期以来形成的有效做法，同时改革办案机
制不完善、司法责任不清晰等方面的弊端。

记者：明确各类检察人员的职责权限，

是完善司法责任制的前提和基础。《意见》

是如何规定的？

王光辉：检察办案涉及检察长、检察
官、业务部门负责人和检察官助理等各类
检察人员。《意见》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了
各类检察人员的职责权限：一是完善了检
察长职责。主要明确了检察长对案件的处
理决定权和行政管理职能。二是原则规定
检察官依照法律规定和检察长委托履行职
责，同时，要求省级检察院结合本地实际，
根据检察业务类别、办案组织形式，制定辖
区内各级检察院检察官权力清单。三是界
定了主任检察官的职责权限。主任检察官
除履行检察官职责外，作为办案组负责人
还负责办案组承办案件的组织、指挥、协调
以及对办案组成员的管理工作。四是改革
业务部门负责人职责权限，明确业务部门
负责人应当作为检察官在司法一线办案，
同时，规范了业务部门负责人的司法行政
事务管理权。五是明确了检察官助理在检
察官指导下办理案件的职责。

记者：《意见》在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

方面是如何规定的？

王光辉：在明确各类检察人员职责权
限的基础上，建立“权责一致”的司法责任
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认定和追
究机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核心。一是
明确司法责任的类型和标准。根据检察官
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客观上
是否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将司法责
任分为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责任、重大过失
责任和监督管理责任三类，分别列举了各
类司法责任的具体情形，以及免除司法责
任的情形，增强了司法责任追究的可操作
性。二是科学划分司法责任。通过科学划
分司法责任，使办案的检察官对自己的办
案行为负责，作出案件处理决定的检察官
对自己的决定负责，把司法责任具体落实
到人。三是完善责任追究程序。从司法责
任的发现途径、调查核实程序、责任追究程
序、追责方式、终身追责等几个方面完善了
司法责任的认定和追究机制。对检察人员
承办的案件发生被告人被宣告无罪，国家
承担赔偿责任，确认发生冤假错案，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逃跑或死亡、伤残等情形的，
一律启动问责机制，核查检察人员是否存
在应予追究司法责任的情形。

完善司法责任制 提高司法公信力
——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解读《关于完善人民

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本报记者 李万祥

（上接第一版）

2014 年 4 月 27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赴新疆考察调研。当飞机进入新疆境内，
他不时透过舷窗俯瞰这片辽阔的土地，广袤
无垠，雪山连绵⋯⋯

这是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
次到新疆考察。4 天的考察马不停蹄、行程满
满——

“这次来新疆，就是要听听大家的意见和
建议。”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同新疆
各族干部群众坦诚交心。

从南疆重镇喀什到首府乌鲁木齐，再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书记深入乡村、企
业、部队、学校、派出所、清真寺等，看望各族
干部群众，慰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公安
民警、兵团职工；

从村民院落到兵团机关，再到驻地宾馆
⋯⋯总书记召开了 10个座谈会、汇报会，广泛
听取意见和建议，共商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大计。

⋯⋯
“以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为工作的着眼点

和着力点，统筹推进各方面工作，为抓住和用
好历史机遇、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创造良好条
件，紧紧依靠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建
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
社会主义新疆。”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强调。

社会稳定，长治久安。
——这是新时期新形势下，根据新疆形

势和全国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
——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从战略

全局高度对新疆工作的全面部署。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

足谋一域。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关系全
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祖国统一、民族团
结、国家安全，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
工作，强调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
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并多次召开重要
会议，对新疆工作进行系统的研究部署。这是
一张清晰密集的时间表——

2013年 6月、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主
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维护
新疆社会稳定、维护各族人民利益工作，强调
要坚决维护各族群众利益，严厉打击暴力恐
怖犯罪，确保新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2013 年 9 月 23 日至 24 日，第四次全国对
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部署以就
业、教育、人才援疆为重点进一步做好对口援
疆工作；

2014 年 5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
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
长治久安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充分认识
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把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放
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上来；

2014 年 5 月 28 日至 29 日，第二次中央新
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
讲话中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新疆工作作了
全面部署：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

“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新疆工作的大政方
针，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个总目标”；

“以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为引领，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基础，以
促进民族团结、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等为
重点”；

“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努
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
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

⋯⋯
从天山脚下到大漠戈壁，中央其他领导

同志同样牵挂着新疆工作，鼓舞着新疆各族
干部群众奋发前进。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李 克 强 、 张 德 江 、
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同志高度关
注、深切关心新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多次强
调要坚持从战略上审视新疆工作，进一步推
动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党 中 央 真 挚 深 情 的 关 怀 ，鼓 舞 着 新 疆
2300多万各族儿女。

一个个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一系列与
时俱进的政策措施，科学分析了新时期新疆
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明确了新疆工作的指导
思想、基本要求，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新疆
工作指明了方向。

筑稳定之基 兴繁荣之路
——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

疆，紧紧围绕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推动新

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发展

“达西碱地白花花，庄稼歉收日子苦。大
人饿着肚子唱歌，巴郎子露着光屁股。苦日子
啥时到尽头，盼望甜蜜的日子来。”

这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兴
平乡达西村老一辈人流传的一首打油诗，也
是昔日达西村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达西村这个昔日吃粮靠返销、生
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村”，形成了独
特的乡村和红色旅游有机结合的旅游产业，
农牧民人均收入位居全疆前列，已经变成“全
国小康建设明星村”。

“希望村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像吸铁石一样把乡亲们紧紧凝聚在一起，坚
定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心，把党的好政策落实
到每家每户，把生产搞得更好，把民族团结搞
得更好，让乡亲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好。”

2014 年 9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达西

村党支部书记沙吾尔·芒力克和全体村民的
回信，为达西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达西村的巨变，仅仅是新疆事业发展日
新月异的缩影，辽阔的天山南北如今正在展
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

地区。千百年来，几十个民族在天山南北辽阔
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和睦相处，共同建设美丽
家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保障
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意义，要求多谋民生之利、
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使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
人民。

“要坚定不移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同时
必须紧紧围绕改善民生、争取人心来推动经
济发展”；

“发展要落实到改善民生上，落实到惠及
当地上，落实到增进团结上”；

“要通过抓发展、惠民生，让群众有事干、
有钱挣、有盼头，不断增强党在各族群众中的
凝聚力，不断增添爱国爱疆正能量”；

“要坚定不移推动新疆更好更快发展，同
时发展要落实到改善民生上、落实到惠及当
地上、落实到增进团结上，让各族群众切身感
受到党的关怀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
民生事事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从实现党的宗旨、维护民族团结的高
度，强调紧密结合改善民生推动发展，再次阐
述了“为了谁、依靠谁”这一深刻命题。

历史一再证明，发展和稳定相辅相成。没
有发展，稳定难以持久；没有稳定，发展没有
前提。

如今，在党中央全面科学决策部署下，一
项项改革发展举措逐步落实到改善民生上、
落实到增进团结上，新疆正在展开“新貌”：

——2014 年 ，新 疆 生 产 总 值 完 成
9273.46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8114 元，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881元；

——2014 年新疆就业人员达到 1142 万
人，2010 年至 2014 年年均新增就业 50 万人，
相当于“十一五”时期年均新增就业 20.6 万人
的 2.5倍；

——截至 2014 年底，新疆各项社会保险
参保总人次达到 3348 万人次，比 2009 年增
加 1073万人次，增长 47%；

——2011 年至 2014 年，新疆累计投资
1279.61 亿元，开工建设各类城镇保障性住房
124.4 万套。截至 2014 年底，全区城镇住房保
障覆盖率达 23.97%，较 2010 年提高了 15.3
个百分点；

⋯⋯
回首新疆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援疆人的

付出和心血——
从帕米尔高原到准噶尔盆地，从塔里木

河畔到阿尔泰山下，一项项民生工程、一批批
产业项目、一处处工业园区或加速规划，或开
工建设，或建成使用⋯⋯新疆各族群众感受
到来自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享受到疆外省市
援疆项目带来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截至 2014 年底，全国 19 个对口援疆省市
共实施援疆项目 4139 个（不含兵团），拨付援
助资金 470 亿元，占到“十二五”援疆规划总
量的 83.3%；累计完工项目 3700 个，完工率达
87%，五年的援疆任务已完成超过八成。

回首新疆的和谐发展，离不开各族干部
群众、各方面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团结
与和睦——

大力推进双语教育，推动建立各民族相
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新疆全面贯彻执行党的
民族政策，把民族团结作为各族人民的生命
线，贯穿到新疆工作各个方面。

广大宗教界人士发扬爱国爱民的优良传
统，旗帜鲜明反对宗教极端思想，通过科学解
经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正确理解宗教教义，不
断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进一步
教 育 引 导 各 族 群 众 增 强 法 治 意 识 和 文 明
观念。

回首新疆的稳定发展，离不开兵团人的
奋斗和奉献——

新时期的兵团人传承和发扬“热爱祖国、
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
当好生产队、工作队、宣传队、战斗队，发挥建
设大军、中流砥柱、铜墙铁壁作用，为开发建
设新疆、增进民族团结、推进社会进步、巩固
西北边防等打下坚实基础。

田间地头，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兵团干部
职工和当地农民兄弟忙碌的身影；兵地合作
工业园区，拔地而起的座座厂房为兵地融合
再添新景⋯⋯天山南北，戈壁绿洲，一个个民
族团结和兵地融合的典型不断涌现。

这是对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关怀和牵挂的
最好回应；

这是天山儿女抒写的一张无愧于时代的
优秀答卷。

今日的新疆，正处于稳疆兴疆的关键阶
段。在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全国人民大力支持
和各族干部群众不懈努力下，新疆迎来了又
一个发展机遇期。

建久安之势 成长治之业
——牢牢把握新形势下新疆工作的着眼

点和着力点，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

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

在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木奎拉乡达里格
村村民麦麦提图如普·穆萨克开的农家乐里，

有一道远近闻名的“感恩菜”，让人翘首称赞。
这道菜是当地人在春天常常会吃的凉拌

蒲公英，之所以被命名为“感恩菜”，是因为 10
年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十三团职工尤良
英不顾自家经济困难，无私援助麦麦提图如
普·穆萨克一家渡过难关、脱贫致富。

10 年来，尤良英把麦麦提图如普·穆萨克
当弟弟，他也喊尤良英“阿恰”（姐姐）。这一声

“阿恰”，麦麦提图如普·穆萨克喊了10年；这一
声“阿恰”，饱含着不同民族两家人的无限情谊。

天山雪松根连根，各族人民心连心。
纵览中华民族的历史，各民族始终是血

脉相通的共同体。千百年来，中国之所以具有
超强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就在于各民族的共
同追求和精神依归。

“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戈
壁沙滩变良田，麦穗金黄稻花香。”建设富饶
幸福的新疆，首先取决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的根基扎得牢不牢。

改革开放以来，天山南北发生的历史性
变化令人振奋，大好局面来之不易。事实充分
说明，只有民族团结、宗教和谐，各项事业才
能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才能不断改善。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的，新疆最
大的群众工作就是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做
好这项复杂而艰巨的群众工作，尤其需要贯
彻落实好党的宗教政策，发挥好宗教界人士
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
作用。

人们应该看到，近年来，从巴楚到鄯善，
从乌鲁木齐到莎车，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给
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铁的事实警示我们，境内外暴力恐怖、宗教极
端、民族分裂“三股势力”仍在寻隙生事，影响
社会稳定的深层次矛盾仍在不断考验我们的
治疆能力。在新疆，与“三股势力”的斗争是长
期、复杂、尖锐的，一刻也不能放松。

信仰的本质就是正行。2014 年 4 月 30
日，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爆炸案发生后，11 名维
吾尔族大学生拍案而起发表《我们，不会再沉
默》公开信，爱国宗教人士集体发声，引用先
知圣训强烈谴责暴恐分子滥杀无辜的罪行。

这些正义之声，激起了新疆各族人民的
强烈共鸣，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

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部门集中开展专
项打击行动，高举法治旗帜、保持严打高压态
势，掌握反暴恐斗争主动权。同时，进一步全
面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联防联控、群防群
治，切实维护新疆团结稳定大局。

新疆的问题，最长远的还是民族团结问
题。新时期新形势下，新疆民族工作的内外环
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民族关系出现了不少新
情况新特点，对做好民族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断，丰富和发
展了党的民族工作基本方略，成为指导新疆
实现民族大团结的重要遵循——

“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
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
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是国家
最高利益所在，也是新疆各族人民根本利益
所在”；

“要把民族团结紧紧抓在手上，坚持正确
的祖国观、民族观，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
展的主题，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
和谐发展”；

⋯⋯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新疆一切工作，发展

经济、改善民生、改革开放、民族宗教、党的建
设等，都要坚持这个指导思想，紧紧围绕社会
稳定和长治久安来谋划推进。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坚决维护新疆
大局稳定，是对新疆干部队伍的重大考验。

“建设一支政治上坚强有力、经得起风浪
考验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对新疆稳定和发展至
关重要。”在新疆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从推
动跨越式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增进民族团结
的高度，阐述了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指
明了实现新疆长治久安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尽管远隔万水千山，但在天山南北生活
工作着的各族干部群众，始终牢记肩头重任，
不负党中央殷切嘱托。

与此同时，人们也应该看到，时代发展，
机遇与挑战并存。新疆，地处古丝绸之路的核
心地带。201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
亚四国时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
想。扩大新疆同中亚国家经贸合作已然提上
议事日程。

“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把自身的区域
性对外开放战略融入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去。”习近平
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提出了明确要求。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新的经济
增长点，新疆既是桥头堡，又是核心地带。
习近平总书记描绘的美好蓝图令新疆广大干
部群众倍感振奋。

今 天 的 新 疆 ，正 站 在 新 的 历 史 起 点
上 ——

纵观当前，我们看到：现在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责任越大，挑战越大，使命越光荣。

面向未来，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疆各族干
部群众共同努力下，一个团结和谐、繁荣富
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已经
跃然眼前，新疆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文/新华社记者 储学军 孙铁翔 何雨

欣 曹志恒 （新华社北京 9月 28日电）

本报北京 9月 28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为建立健
全符合司法规律的检察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民检察院
司法责任制，最高人民检察院今日下发了 《关于完善人
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在健全司法办案组织
及运行机制、界定检察人员职责权限的基础上，明确了
检察官司法责任的范围、类型、认定和追究程序等主要
问题。

《意见》指出，推进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改革，总
体目标是实现“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确保人
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完善人民检察院
司法责任制，必须健全司法办案组织，科学界定内部司
法办案权限，完善司法办案责任体系，构建公正高效的
检察权运行机制和公平合理的司法责任认定、追究机制。

《意见》强调，检察人员应当对其履行检察职责的行
为承担司法责任，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发生被告人被宣告无罪，国家承担
赔偿责任，确认发生冤假错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
跑或死亡、伤残等情形的，一律启动问责机制，核查是
否存在应予追究司法责任的情形。

《意见》明确了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责任必须追责的十
一种情形：包庇、放纵被举报人、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或使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的；毁灭、伪造、变造
或隐匿证据的；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
获取证据的；违反规定剥夺、限制当事人、证人人身自
由的；违反规定限制诉讼参与人行使诉讼权利，造成严
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超越刑事案件管辖范围初查、立
案的；非法搜查或损毁当事人财物的；违法违规查封、
扣押、冻结、保管、处理涉案财物的；对已经决定给予
刑事赔偿的案件拒不赔偿或拖延赔偿的；违法违规使用
武器、警械的；其他违反诉讼程序或司法办案规定，造
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

《意见》同时明确了检察官重大过失责任必须追责的
八种情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出现重大错误，或案件
被错误处理的；遗漏重要犯罪嫌疑人或重大罪行的；错
误羁押或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涉案人员自
杀、自伤、行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毁证、
逃跑的；举报控告材料或其他案件材料、扣押财物遗
失、严重损毁的；举报控告材料内容或其他案件秘密泄
露的；其他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

《意见

》

十一种故意违法违规办案情形将被追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