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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如今，，公众有很多种方式公众有很多种方式““零零

距离距离””了解司法了解司法、、参与司法参与司法、、监督监督

司法司法。。听证直播就是检察机关贯听证直播就是检察机关贯

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践行践行““以以

人民为中心人民为中心””，，进一步推进开放进一步推进开放、、

透明透明、、阳光司法的有力举措阳光司法的有力举措。。

很多司法案件中很多司法案件中，，如果案件如果案件

当事人对司法机关办案过程和决当事人对司法机关办案过程和决

策依据不够了解策依据不够了解，，很容易对司法很容易对司法

结果产生怀疑结果产生怀疑，，从而走上长期信从而走上长期信

访之路访之路，，甚至出现过激行为甚至出现过激行为。。检检

察机关对重大争议或影响性案察机关对重大争议或影响性案

件件，，以听证会的形式进行审查以听证会的形式进行审查，，让让

当事人把事说清当事人把事说清、、听证员把理辨听证员把理辨

明明、、检察官把法讲透检察官把法讲透，，以看得见以看得见、、

听得懂的方式听得懂的方式，，既解既解““法结法结””又解又解

““心结心结””，，以公开促公正赢公信以公开促公正赢公信。。

我们说我们说，，正义要以看得见的正义要以看得见的

方式实现方式实现。。司法公开是评判一个司法公开是评判一个

国家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准国家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准。。司法司法

机关主动作为机关主动作为、、主动公开主动公开，，是保障是保障

人民群众诉讼知情权人民群众诉讼知情权、、参与权参与权、、监监

督权与表达权的重要途径和方督权与表达权的重要途径和方

式式，，进而依法实现公平正义进而依法实现公平正义““可感可感

可触可触””。。统计数据显示统计数据显示，，在地方三在地方三

级检察院组织的检察听证会中级检察院组织的检察听证会中，，

基层检察院适用检察听证占比从基层检察院适用检察听证占比从

20202020年的年的 9191..22%%提高到了提高到了 20212021年年

的的 9494..11%%，，反映出检察机关更新反映出检察机关更新

司法理念司法理念，，案件办理透明度更高案件办理透明度更高。。

司法公开既是司法民主司法公开既是司法民主、、司司

法为民的重要抓手法为民的重要抓手，，也是切实贯也是切实贯

彻彻““谁执法谁执法、、谁普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普法责任制，，

真正做到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我有所应””，，

更好实现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更好实现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

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如今的司如今的司

法公开已实现信息化法公开已实现信息化、、常态化常态化、、规规

范化范化，，案件信息案件信息、、庭审直播庭审直播、、裁判裁判

文书文书、、执行信息等各环节都依法执行信息等各环节都依法

可查可看可查可看。。与时俱进的司法公开让司法权力在阳光下与时俱进的司法公开让司法权力在阳光下

运行运行，，让当事人感受到司法温度让当事人感受到司法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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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可感可触”

图图①① 20202020 年年 55 月月 3131 日日，，中铁上海工程局法务工中铁上海工程局法务工

作者走进安徽肥西县人才公寓项目工地作者走进安徽肥西县人才公寓项目工地，，为外来务工为外来务工

人员提供法律咨询及法律援助人员提供法律咨询及法律援助，，增强他们依法维护自增强他们依法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的意识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曹曹 力力摄摄

图图②②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上的中国法院博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上的中国法院博

物馆物馆，，是一座记录中国法治不断进步是一座记录中国法治不断进步的宝库的宝库。。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图图③③ 20212021 年年 33 月月 3030 日日，，在浙江湖州市东林镇的在浙江湖州市东林镇的

新凤鸣企业综合治理服务中心内新凤鸣企业综合治理服务中心内，，企业工作人员通过企业工作人员通过

公共法律服务自助终端机查看相关法律文书公共法律服务自助终端机查看相关法律文书。。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徐徐 昱昱摄摄

（（本版文字稿件均由本报记者本版文字稿件均由本报记者李万祥李万祥采写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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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保障。探

寻红色司法足迹，人民司法事业始终在党的

领导下蓬勃发展。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

标，近年来，我国司法领域的改革稳步推进，

以维护司法公正为目标，以优化司法职权配

置、加强人权保障、提高司法能力、践行司法

为民为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进

一步完善。

红色司法闪耀时代光辉

底色铸就，一以贯之，则始终鲜亮

如初。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革

命斗争，同时注重建立、发展革命司法，

开启革命司法时代，播种红色司法基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孕育于

平山县王子村的华北人民法院。回望红色

司法之路，从 1927 年湖北黄安县建立七里

坪革命法庭，到 1934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最高法院正式成立，再到 1948 年华北人民

政府确定华北人民法院为华北最高审判机

构，党领导下的司法机构最显著的特色就

是坚持群众路线。一部人民司法发展史，

就是一部司法活动群众参与史。这些伟大

实践和探索，推动司法前进，至今闪耀着

时代的光辉。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

委员刘贵祥说，党领导下的红色司法事

业，是在革命战争的特殊时期酝酿形成

的，是在革命根据地艰苦条件下发展壮大

的，体现出党的司法工作者不畏艰难、百

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体现了红色司法始终

走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价值

导向。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第 27 期司

法案例大讲坛，专题研讨“红色司法案

例”。通过研讨案例所蕴含的司法理念、裁

判价值、历史意义，深入挖掘司法案例红

色基因，总结和发扬人民司法光荣传统，

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从红色司法历程中

感悟初心、牢记使命。

一个个鲜活的红色司法案例，是中国

共产党追求民主与法治、保障公平正义的

生动写照，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矢志不渝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为民司法的重要载体。

其中，在陕甘宁边区的封彦贵与张金

才儿女婚姻纠纷案中，法官马锡五受理上

诉后，在切实了解案情的同时，广泛听取

广大群众对案件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既保

证了案件审理的正确性，又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果。作为新型的、民主的审判方

式，“马锡五审判方式”给正在摸索中前进

的新民主主义司法制度注入了新鲜血液，

有效促进了根据地的安定与和谐；其所体

现的许多原则和做法，被吸收、运用于新

中国的民事诉讼中。

“红色案例鲜活而典型，充分体现了我

们党对司法民主的一贯主张，是中国共产党

人一直以来追求和建设最广泛、最真实司法

民主和人权保障体制的有力佐证。”陕西省

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文武如是说。

司法改革成效显著

纵观司法领域发展，改革是一条主线。

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司法改革是

重要一环。

早在 1952年 6月，党中央就部署开展司

法改革运动，主要任务是反对旧法观点和改

造、整顿司法机关，到 1953 年 2 月基本结

束。通过司法改革运动，提高了司法干部的

思想认识，纯洁了司法机关组织，改进了司

法工作作风，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峥嵘岁月，时光流转。党的十八大以

来，新一轮改革紧锣密鼓。以改革的方式推

进发展，用法治的方式保障改革成果，我国

制度优越性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司法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

依法治国中居于重要地位，对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国家战略层面作出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提出建设公

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并将其作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举措。政法战线敢于啃硬骨头、涉险

滩、闯难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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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重大改革

任务已经全面推开，人民法院普遍建立了

“谁审理、谁裁判、谁负责”的审判权力运行

机制；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立案难”成

历史。

——以司法体制改革和信息化建设作

为推动司法工作的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制

度优势和技术优势紧密结合，实现改革举措

提速增效，目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已成为全

球最大的裁判文书公开网站。开放、动态、

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增强了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

——运用法治手段治理突出的诚信缺

失问题，让虚假陈述者付出代价、制假售假

者受到惩处、“碰瓷”者落入法网，让诚实守

信者受到激励，促进诚信社

会建设。不得坐飞机、乘

高铁、高消费……最高人

民法院联合国家发改委

等 60 家单位对失信被执

行人进行联合惩戒，11

类 150 项措施让失信被

执行人“一处失信，处

处受限”。

——着眼破解诉

讼 难 、方 便 群 众 诉

讼，经过两年奋战，

全国法院构建起中

国 特 色 一 站 式 多

元纠纷解决和诉

讼 服 务 机 制 ，为

群众解决民商事

纠 纷 提 供 菜 单

式、集约式、一

站式服务。

改 革 只

有“破旧题”，

持 续“ 解 新

题 ”才 能 行

稳 致 远 。

司法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须久久为

功。随着司法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司法“生

产力”将进一步释放。

司法更加贴近民心

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人民群众深恶

痛绝。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持

续高发多发。仅以 2020 年为例，全国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涉及财产损失达 353.7 亿元。

为此，党中央部署深入开展打击治理电信

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为进一步明确法律标准，依法严厉惩

治、有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

罪，2016 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

合发布 《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近日，三部

门又联合发布了 《意见 （二）》，对于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以及涉手机卡、信用卡犯罪

等关联犯罪，提出更加明确具体的适用法

律依据，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实行全链

条、全方位打击。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是自苏区、边区延续至社会

主义司法工作的崇高目标和一贯追求。诉

讼服务平台建设、司法公开平台建设、司

法救助制度改革等让司法更加贴近民心。

司法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

则，不断提升人权保障的法治化水平。最

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一级巡视员、高级法官

李晓介绍，最高法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

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严格贯彻罪刑法

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非法证据排除

等法律原则，实现庭审实质化，防范和纠

正冤假错案。2016 年至 2020 年，人民法院

共依法宣告5479名被告人无罪。

建立健全权利救济机制和司法救助制

度。我国提高国家赔偿标准，每日赔偿金

额从 1995 年 17.16 元上升到 2021 年的 373.1

元。2016 年至 2020 年，各级人民法院审结

国家赔偿案件87152件；办理司法救助案件

20.56万件。

此外，最高法、最高检出台司法解释，切

实维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针对高空抛物、

偷盗窨井盖等问题，加大惩治力度，推动综

合治理，维护群众头顶上、脚底下的安全；充

分发挥司法促发展、稳预期、保民生作用，及

时出台司法解释或意见，妥善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引发的诉讼问题。

“环境资源司法规则供给更加密集，系

统性更强。”这是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

会 驻 会 副 主 任 吕 忠 梅 给 出 的 肯 定 评 价 ，

2020 年，最高法、最高检发布九批 120 个

典型案例，聚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打赢

污染防治攻坚战、长江经济带“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等主题，服务国家战略，回应

人民群众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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